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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及摘要說明 

 專案名稱 

全球網際網路號碼資源（Internet Number Resource）管理政策與國

際網路治理趨勢觀察計畫 

 專案概要 

 計畫背景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目前國內負責 IP 位址（IP 

Address）之分配及網域名稱註冊系統（Domain Name System，DNS）

等相關事宜的非營利組織，定期參與亞太區網路資訊中心（Asia-

Pacific NetworkInformation Centre，APNIC）及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

址分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等國際會議，掌握全球網際網路號碼資源政策發展，並進一

步將國際網際網路組織及社群發布之重要訊息，透過中心的「國際瞭

望」平臺，提供給國內網路組織、社群及一般民眾，協助其了解國際

網路趨勢發展。基於積極參與全球網路關鍵資源管理議題，同時向國

內推廣網路治理發展之必要性，藉由本委託研究案，研析當前國際間

所重視與全球號碼資源管理政策，並廣泛觀察全球網際網路技術、公

共政策、治理與應用趨勢等多元面向發展，除提出日後我國參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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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議題討論建議外，也篩選、整理、編譯為適合國內大眾閱讀

之文字，刊登於中心官網部落格之國際瞭望分類頁面。 

 計畫內容 

 掌握 ICANN 透過 NRO/ASO 機制形成全球網際網路號碼

資源政策之課題，追蹤號碼資源組織 NRO 以及 ICANN ASO 有關全

球 IP等數字位址政策之進展，並配合研析需要，參加 APNIC、NRO、

ICANN ASO以及其他與本案相關議題有直接關聯會議場次，以蒐集

分析相關資訊，再依國際會議活動參與經驗，提出日後我國參與相關

國際組織議題討論之建議。 

因 COVID 19 不可控制因素之影響，本案需求之國際會議參與以

線上與會模式參加，如執行期間遇有國際會議以實體方式召開時，將

另案提出參會規畫及出國經費表，經貴中心同意後執行。 

 基於掌握全球網際網路號碼資源政策發展之委託案目的，

受委託單位應定時追蹤國際網路組織及網路社群發布之重要訊息，並

經編譯整合另撰寫成發布訊息，對貴中心官網部落格「國際瞭望」進

行內容供稿，其相關需求如下： 

1. 每週發布消息或新聞至少 5則，合計總字數不得少於 2,500

字；內容主要以國際網際網路組織及社群，例如 ICANN、

APNIC、APTLD、IETF、ISOC、FIRST、APWG、CER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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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重要國際網路機構為對象，收集、彙整各組織及社

群網站發布之新聞消息、議題探討、工作報告及召開之國

際會議議題等資訊，主題取向可包括但不限於政策制定、

網路治理、公眾意見、技術新知，以及網路趨勢等。 

2. 每月發布專題探討文章至少 3 篇，每篇文章字數不得少於

1,500字及不多於 3,000字，內容以國內外網路動態相關新

知及訊息為主題，且適時邀集國內關注網路議題之利害關

係人或專家撰寫。 

3. 每月發布由貴中心指定之 APNIC 最新發布的政策或技術

討論文章摘要 3 則，每篇文章字數不得少於 1,000 字及不

多於 1,500字。 

4. 每月發布網路治理名詞解釋 1則，字數以 100字為限。 

5. 所有發布之新聞、文章或名詞解釋等內容之規劃，應先與

貴中心討論確認，文案內容經貴中心同意後發布。 

6. 每則訊息新聞與文章均須搭配示意圖片，並依據貴中心官

網部落格之限定格式，統一將圖片編輯為 16比 9之規格，

圖片說明需符合無障礙網站 AA 等級之規範，並提供 100

字以內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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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稿訊息之撰寫，依據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Association）出版之《美國心理協會刊物準則》

（ Publication Manual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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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追蹤全球 IP Address政策進展 

 研析全球 IP Address政策進展 

一. ASO AC會議紀錄 

ICANN下的 ASO位址理事會（Addressing Council，AC）每月舉

行例行會議，視情況每年也會舉辦實體會議。今年 AC實體會議於 10

月在塞爾維亞貝爾格勒 RIPE 85期間舉辦。為我國公民取得塞爾維亞

簽證不易，憾未能實體參與。 

ASO AC成員及代表 RIR如下表。 

表	 1、ASO	AC成員及代表 RIR	

RIR 成員 
AFRINIC 待指派 

Mike Silber（副主席） 
Saul Stein 

APNIC Nicole Chan 
Shubham Saran 
Di Ma 

ARIN Kevin Blumberg（主席）  
Martin Hannigan 
Chris Quesada 

LACNIC Ricardo Patara 
Jorge Villa 
Esteban Lescano 

RIPE NCC Sander Steffann 
Hervé Clément（副主席） 

James Kennedy（2021 年 6 月上任） 
 

ASO AC會議亦開放非 AC成員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惟觀察員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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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僅能旁聽會議討論。計畫團隊參與之 ASO AC會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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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ASO	AC會議	

日期 時間 議程 

1 月 12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2 月 2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3 月 9 日 20:00-21:30 Monthly Meeting 

4 月 6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5 月 11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6 月 1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7 月 6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8 月 3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9 月 7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10 月 12 日 20:00-22:30 Monthly Meeting 

11 月 2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12 月 8 日 20:00-21:00 Monthly Meeting 

 

以下重點摘錄每月會議討論重點： 

 1月 

� 確認 ARIN的 Kevin Blumberg擔任 2022年 ASO AC主席，

RIPE NCC的 Hervé Clément及 AFRINIC的 Mike Silber擔任

副主席。 

� 確認 2022年 ASO AC月例會日期。 

� 去年 ASO AC 啟動修訂全球政策制定流程工作，並針對 AC

程序內容提出部分修訂建議。然而表決結果未達 8成以上AC

成員同意，因此修訂建議並未通過。未達 8 成的主因是有 2

名成員未投票，會議中亦討論防止未來同樣情況再次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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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月 

• 通過 ASO AC 2021年工作計畫審核，會後由秘書處公告。 

• 通過 2021年度透明度審核報告，會後由秘書處公告。 

• 確認 ASO AC 2022年工作計畫內容。 

• 重啟 ASO AC程序審核，召集志願者組成審核小組。 

 3月 

• 決定 ASO AC程序審核小組成員：Hervé Clément、Saul Stein、

Mike Silber、Sander Steffann及 Ricardo Patara。由 Mike Silber

擔任召集人。 

 4月 

• 確認ASO指派至 ICANN提名委員會（Nominating Committee，

NomCom）代表遴選時程。 

• Nicole Chan分享 3月舉辦的 APNIC53會議報告。 

 5月 

• Mike Silber表示因個人因素，雖能繼續參與 ASO AC程序審

核，但無法擔任召集人。AC討論後決議改由 Hervé Clément

擔任召集人。 

• ASO AC已通過指派 Christian Kaufmann擔任 ICANN第 1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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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董事，各 RIR皆已發布相關公告。 

• Wafa Zaafouri表示因將入職成為 AFRINIC職員，無法繼續擔

任 AC理事。其 ASO AC任期於 5月 15日結束。 

 6月 

• Hervé Clément報告 ASO AC程序審核進展，已開設審核核心

團隊專屬 mailing list並開始工作。 

• 成員針對程序審核內容提出建議，包括設想極多名候選人的

可能情境並沙盤推演遴選流程，以及檢視目前使用投票方式

（Schulze method）利弊。 

• ASO 決定指派 Brajesh Jain 代表 ASO 參與 ICANN 提名委員

會（NomCom）。NomCom提名委員以連任一屆為限，ASO應

開始規劃如何為 2023年招募更多候選人。 

 7月 

• Hervé Clément報告 ASO AC程序審核進展，第一次工作會議

順利結束，會後將把會議紀錄寄給所有 AC理事參考。主席指

出此程序修訂完成後，應給 NRO EC至少 3個月審核、提問

及回應時間，提醒小組應將此納入時程規劃考量。 

• 討論 2022年 ASO AC實體會議可能地點，包括 9月 APNIC54

（新加坡）、ICANN75（馬來西亞吉隆坡）、10月 RIPE85（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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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維亞貝爾格勒）、ARIN50（美國洛杉磯）。主席指示秘書處

整理各國簽證需求，供 ASO AC參考決定會議地點。 

 8月 

• 秘書處報告，雖 AFRINIC代表自 Wafa Zaafouri退任後始終空

缺，但 AFRINIC董事會表示目前無餘力指派新代表。 

• Hervé Clément報告 ASO AC程序審核進展，各審核核心團隊

成員都分配到 ASO AC程序段落，各自負責詳細研讀並提出

修訂建議，事後團隊將彙整討論。 

• 決定於 10 月塞爾維亞貝爾格勒的 RIPE85 舉辦本年度 ASO 

AC實體會議。 

• 2022年ASO AC工作計畫期中審核：Hervé Clément與Esteban 

Lescano 將負責初步審核，並將結果分享予其他成員。 

 9月 

• Hervé Clément與 Esteban Lescano 報告工作計畫期中審核結

果，Clément將工作項目以顏色劃分成 3大類：紅色為可排除、

綠色為進行中，藍色為可提前開始準備。 

• 紅色包括「政策提案協調小組（Policy Proposal Facilitator 

Teams，PPFT）檢視政策提案」，以及「與 ICANN 董事會及

其他社群成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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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建議藍色部分工作可納入 10月實體會議議程。 

 10月 

• 討論 10月實體會議： 

l 議程已確定，將於 10 月 24、25 兩天早上於中午進行會

議。 

l ASO AC程序審核將是會議討論重點。 

l 無法到場的成員可透過 Zoom線上參與。 

 11月 

• Hervé Clément 與 Esteban Lescano 將負責檢視 2021 年 ASO 

AC工作計畫，確認 AC完成計畫中所有工作項目。 

• Esteban Lescano將負責撰寫 2022年 ASO AC工作計畫。 

• 主席將負責 ASO AC年度透明度審核，但希望多徵求一名成

員共同工作。Mike Silber和 Shubham Saran都表示雖有意願，

但任期將於年底到期，無法協助。 

• AC預計於 2023年 ICANN76坎昆會議舉行實體會議，必須事

先開始準備屆時所需簡報內容。 

• 12月 1日至 30日將開放 2022年 ASO AC主席提名。 

 

二. 各 RIR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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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RINIC 

1. AFRINIC34 

AFRINIC34於 2022年 5月 30日至 6月 3日在模里西斯，與

2022年非洲網路高峰會（Africa Internet Summit 2022，AIS 22）

及非洲網路維運小組（African Network Operators Group，AfNOG）

聯合舉辦。實體及線上參與人數達 217 人，總共來自 47 個不同

國家。 

AFRINIC34 議程包括公共政策會議、工作小組會議、技術議

題（如網路交換、DNSSEC、網路量測與太空科技），以及年度會

員大會。 

AFRINIC34討論的政策提案包括： 

• 政策制定流程（PDP）工作小組指南與程序 

• 政策制定流程更新 

	 	

 ARIN 

1. ARIN49 

ARIN49於 2022年 4月 25日至 27日於美國田納西州納希維

爾舉辦。ARIN49議程包括地區政策、IPv6、政府事務、路由安全

及 ARIN 服務進度報告，負責檢視修訂 ARIN 政策發展流程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PDP）的審核工作小組，以及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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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號碼資源政策手冊工作小組（Number Resource Policy Manual 

Working Group，NRPM WG）也都舉辦相關議程。 

ARIN49討論的政策提案包括： 

• 依政策 8.3指定轉移及 8.4 RIR間轉移，容許「交換」指

派 IPv4區段的交易。 

• 私人自治系統號碼（AS Number）與單一路由政策釐清。 

• 澄清號碼資源政策手冊第 8.3、8.4及 8.5.6節文字。 

• 容許已決定未來指派用途的 IPv4位址租賃。 

• 把濫用內容變有用。 

• 移除「自治系統來源」欄位。 

• 釐清多元離散網路（Multiple Discrete Network，MDN）

定義以符合位址發配資格。 

2. ARIN50 

ARIN50於 10月 20、21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辦。此會議為公

共政策與會員會議，第一天上午議程為 ARIN秘書處報告與政策

討論，下午則為選舉準備，董事會（Board of Trustees）、諮詢理

事會（Advisory Council）及號碼資源組織（Number Resource 

Organization，NRO）號碼理事會（Number Council）候選人皆分

享競選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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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議程僅半天，聚焦於政策討論。ARIN50討論的政策提

案包括： 

• 依政策 8.3指定轉移及 8.4 RIR間轉移，容許「交換」指

派 IPv4區段的交易。 

• 釐清多元離散網路（Multiple Discrete Network，MDN）

定義以符合位址發配資格。 

• 把濫用內容變有用。 

• 移除「自治系統來源」欄位。 

以上為接續 ARIN49 的政策提案。以下為 ARIN50 首次討論

之提案： 

• 移除 ASN政策中使用既有 BGP資源的限制。 

• 移除政策 8.5.5節要求提供組織主管證明的規定。 

• 修正政策第 2.11文字以釐清文意。 

• 調整政策第 11節文字以確保文意通順。 

 

 LACNIC 

1. LACNIC37 

LACNIC於 2022年 5月 2日至 6日於哥倫比亞卡利，以結合

線上及實體參與形式的「混合」模式舉行。本會議共有約 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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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實體與會，亦有數百名線上參與者。 

線上參與方式包括 Zoom（可即時互動）及 YouTube（僅能觀

看）。透過 Zoom參與的與會者可以即時提出意見，亦可參與政策

討論及投票表決。除此之外，還有兩個由當地社群發起的「遠端

群組」參與，當地社群成員雖未實際參與會議，但仍集結並共同

透過線上參與提出建議並參與政策表決。 

LAC37 議程包括技術教育訓練、技術座談、政策論壇及

LACNOG進度報告。 

除 LACNIC社群外，其他拉丁美洲地區網路治理相關社群，

包括 LAC互連（peering）論壇、安全事件因應國際連線組織 FIRST

和電腦安全事件應對團隊（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CSIRT）、在地 ISP 及技術社群都在會議期間各自舉辦議

程，積極交流討論。 

LAC37政策論壇中研議 4項政策提案，分別為： 

• 統一適用 IPv4及 IPv6的文字 

• 授權發配區段之接收人簽署 ROA 

• 准許轉移及非退回資源 

• 澄清：當前政策不容許資源租賃 

2. LACNIC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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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NIC38 於 10 月 3 日至 7 日於玻利維亞聖克魯斯（Santa 

Cruz de la Sierra）與 LACNOG2022聯合舉行。共超過 400名成

員到場與會，近 500名線上參與。 

本會議中，LACNIC歡慶 20週年，並頒發 LACNIC特別貢獻

獎 予 巴 西 網 路 推 進 委 員 會 （ Brazilian Internet Steering 

Committee/CGI.br）秘書長 Hartmut Glaser。 

LACNIC38議程包括技術教育訓練、會議、座談、簡報，以及

IPv6、網路互連、公共政策與 LACNIC戰略與計畫討論。 

政策論壇中研議 6項政策提案： 

• 統一 IPv4與 IPv6文字 

• 不允許租賃 IP位址 

• 必須由 LACNIC秘書處執行政策提案衝擊評估 

• 發配予關鍵基礎建設的位址若回收或退還，需置入特別

用途資源池。 

• 更新「終端網站」與「終端使用者」定義 

• 政策發展流程主席選舉程序 

LACNOG 共舉辦 12 場技術議程，探討議題包括： IPv6、網

路互連、邊界閘道協定（BGP）、網路安全、路由與物聯網（IoT）。

除此之外亦舉辦 2場座談，邀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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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小組成員，分享此地區內小型 ISP面臨的挑戰。會議期間每

日亦開放與會者當天提出「閃電談話」，在時間限制下分享欲推

廣之議題。 

下一場 LACNIC會議將於 2023年 5月 8至 12日在墨西哥梅

里達舉辦。 

 RIPE NCC 

1. RIPE 84 

RIPE84於 2022年 5月 16至 20日在德國柏林舉行，是繼 2019

年 RIPE79後，首度回歸面對面會議。實體參與人數超過 500人，

線上參與人數亦將近 200人。 

鑑於仍進行中的俄烏戰爭，開幕演說聚焦於烏克蘭網路在戰

時的韌性，並分享「保持烏克蘭網路連線」的社群自發計畫。IPv6

相關議程集中於 RPKI，網路安全相關議程則包括路由、域名、

IP、快取污染等多元經驗分享。 

政策方面，會議期間討論「取消 IPv4互連指派亦必須於 RIPE

資料庫註冊之強制規定」的可能，唯此議題尚未成為正式政策提

案。另一方面，RIPE的 IPv6政策乃於 23年前寫就，在 RIPE84

期間，社群成員自願組成審核小組，檢視政策內容並預計提出修

訂建議。未來亦將視需求，依審核更新重要程度提出相關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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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社群亦討論「IPv4 候補名單」，此議題探究如何分配殘存

的 IPv4位址。 

	
2. RIPE85 

RIPE85於 10月 24至 28日在塞爾維亞貝爾格勒舉行，近 500

名成員實體與會，並有近 250人線上參與。 

RIPE85 首日討論聚焦於路由安全相互協議規範（MANRS）。

次日議程以各種議題與談為主，包括 IPv6、網路交換中心（IXP）

挑戰、協助改善科學研究取得使用線上學術資源的GÉANT計畫，

以及傳輸層網路協定 QUIC。第三、四天皆為工作小組議程，包

括路由、位址政策、開放資源、IPv6、連線、RIPE NCC服務、反

濫用、量測分析工具（Measurement, Analysis and Tools，MAT）、

DNS、物聯網（IoT）、資料庫、合作（Cooperation）工作小組都

各自舉辦議程。 

本次會議僅有一項政策提案，即「取消 IPv4互連指派亦必須

於 RIPE資料庫註冊之強制規定」。此提案在會議期間由於內容太

多定義不清之處，未獲太多支持。 

ASO AC成員 James Kennedy於 RIPE85期間獲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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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議的參與 

 APNIC 53 

2/28 (一) 

• 14:00 –15:00 Opening Ceremony and Plenary 

亞太網路維運小組董事 Aftab Siddiquic 和 APNIC 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EC）主席 Gaurab Raj Upadhaya 歡迎所有與

會者，鼓勵大家踴躍參與 APNIC53 議程，並感謝社群過去兩年來持

續以遠端形式參與 APNIC活動。 

本場次邀請到兩位專題講者，第一位是 Jack Haverty ，講題為「我

們為何把網際網路建造得如此難維運」。第二位則是 Sharful Alam，分

享「孟加拉是網際網路和網路服務的機會之地」。 

Jack Haverty親身參與網際網路草創歷史，本次演講回顧自身與網

際網路發展交織的生命歷程，藉由回顧自身經歷，分享他認為「網際

網路難以維運」的原因。他指出，某種程度而言，網際網路從開始運

行到現在都是不斷的「實驗」，大部分協定和技術皆未經歷萬全測試

便進入應用階段，在使用過程持續試錯修正。他也相信，網路維運未

來仍將面臨層出不窮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總會被解決。  

Sharful Alam是孟加拉電信網路公司 Fiber@Home的策略長。從 20

年前不敢相信孟加拉擁有自己的網際網路建設至今，他驕傲指出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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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將是當代網路基礎建設、應用服務和所有相關商機發展規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並鼓勵有志者投入孟加拉的網路產業。 

• 15:15 – 16:15 Cooperation SIG   

合作特別興趣小組（Cooperation SIG）希望提供一個平臺，供社群

討論關乎 APNIC 利益但範疇較廣，同時涉及其他如政府、其他組織

或社群等多方利害關係團體的公共政策或網路治理議題。透過合作

SIG的討論，社群成員也可就公共政策議題，研議並確立 APNIC社群

的正式立場。APNIC秘書處會定期向 Cooperation SIG報告 APNIC本

身進行的對外交流和推廣活動，並尋求 SIG對這些活動的建議和指導

方向。 

本屆 Cooperation SIG 場次的討論主題乃基於 APNIC 和拉丁美洲

網路資訊中心（LACNIC）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網際網路的技術成

功因素》（Study on the Internet’s Technical Success Factors），從規模化、

彈性、適應性和靈活韌性四大面向，檢視網際網路的技術成功。該場

次也邀請與談人介紹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ISOC）的「網

際網路的網路之道」（Internet Way of Networking，IWIN）專案、New 

IP，以及歐洲的 DNS4EU。總結上述分享，Cooperation SIG主席指出

網際網路發展的主要技術挑戰在於確保網路架構的安全。另一方面，

在網路未來發展中，政府和大型網際網路企業的角色仍將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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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二） 

• 11:00 – 12:00 APNIC NIR SIG 

國家網際網路註冊機構特別興趣小組（NIR SIG）目的為供國家網

際網路註冊機構（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NIR）分享營運、政策和

程序等資訊，進一步推動 NIR之間、NIR和 APNIC秘書處之間的密

切合作。 

本屆 NIR SIG場次邀請到 CNNIC（中國）、IDNIC（印尼）、VNNIV

（越南）、JPNIC（日本）、TWNIC（臺灣）和 IRINN（印度）分享各

國現況，大部分報告都著重於該國的 IPv6部署情形、RPKI教育訓練

工作，以及分享當地網路維運相關社群活動。 

• 15:15 – 16:15 APNIC IPv6 Deployment 

本場次由 TWNIC 執行長 Kenny Huang 擔任主持人。場次主要著

重於 IPv6部署的進展及營運方的最佳實踐。 

APNIC 首 席 科 學 家  Geoff Huston 首 先 報 告 IPv6 分 割

（fragmentation）現況。封包分割的需求出自於網路傳輸介面設定的

最大單一傳輸封包尺寸（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MTU）。例如

Ethernet的 MTU是 1.5K位元（byte）左右，若傳送封包大於 1.5K位

元時，就必須分割後傳送，到目的地後再重組成原本的封包。 

在 IPv4 中，除非封包的 IP 表頭已設定「不允許分割」（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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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否則路由會依下一個網路的 MTU分割封包。但 IPv6並不

會在傳輸中由路由切割封包。在 IPv6 中，必須由傳送端先查出傳送

路徑中最小的 MTU，並依該 MTU尺寸分割好封包後傳送。但這種處

理方式很容易因為動態路由、IPv6 網際網路控制訊息協定（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ICMPv6）限制，以及 IPv6不同於 IPv4的

表頭格式規定等，導致傳送失敗。 

Geoff 於 2021 年 9 月 APNIC52 的 IPv6 部署場次中，便曾就此主

題分享過量測結果。根據持續累積的新量測資料，他觀察指出網際網

路對 IPv6 分割封包的處理持續緩慢改善。他也指出，越近期的 IPv6

部署似乎亦能更穩健地處理 IPv6封包。若有興趣了解 IPv6分割的每

日量測數據統計報告資料，可參考：https://stats.labs.apnic.net/v6frag。 

接續由澳洲寬頻（Aussie Broadband，ABB）網路工程師 John 

Alexander分享ABB部署 IPv6的歷程。ABB自 2018年開始啟用 IPv6，

到現在所有 ABB新客戶都預設取得 IPv6位址，目前亦已有 60,000用

戶透過 DHCP取得 IPv6位址。John表示，ABB的下一步是向其餘用

戶配發 IPv6位址。 

最後則由台灣大哥大 Charles Liang梁炯敏經理分享台灣大哥大的

IPv6部署經驗。台灣大哥大的 IPv6使用比例為 79%，其中 IPv6 連線

通信和 IPv6通量也持續成長，至 2022年 2月，IPv6連線通信達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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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IPv6 通量達 532 Gbps。梁經理表示，4G升級 5G、IoT設備數量

持續成長，以及 B2B與 B2B2C業務型態的發展將是 IPv6普及的主要

機會與挑戰。 

 

3/9（三） 

• 12:15 – 13:15 Open Policy Meeting (1) 

本議程為公開政策會議，由APNIC政策特別興趣小組（Policy SIG）

主持，討論社群成員向 Policy SIG提出的政策提案。提案人說明提案

內容後，會在 SIG主席主持下利用 Zoom內的投票功能立即舉行投票；

投票結果會直接公佈，主席和副主席綜合評估投票結果及 Policy SIG 

mailing List中的相關討論後，會決定該提案是否獲得共識支持。若是，

則提案將交由 APNIC 秘書處負責後續執行；若否，則不成案，但可

將提案帶回 mailing list討論，於下次 APNIC會議再次提出修正版本，

再次舉行投票。 

本場次首先由 APNIC 秘書處負責政策及社群互動的資深顧問

Srinivas Chendi（Sunny）報告 APNIC 52期間通過的政策提案執行進

度：提案 135（修正《APNIC網際網路號碼資源政策》文字）、136（調

整《APNIC網際網路號碼資源政策》文字以統整所有資源類型的註冊

條件）、139（刪除《APNIC網際網路號碼資源政策》中意見徵詢（Second 



24 
	

Opinion Request，SOR）相關要求）及 140（釐清《APNIC網際網路

號碼資源政策》中終端網站定義）皆已於 2021年 12月實施完畢，無

需以政策形式實施的提案 138（限制 APNIC會員只能在 asID欄位中

填入非私人 AS、保留 AS或未發派的 AS的 AS號碼，以防止會員不

小心建立無效的 ROA），則已於 2021年 12月發佈指導原則。 

接續討論由 Simon Sohel Baroi 和 Aftab Siddiqui提出的提案（prop-

141），惟本提案未在規定截止日期前提出，僅由提案人介紹內容，不

進行共識表決。本提案建議調整 APNIC發配的 IPv4位址區段最大限

制（/23），改成發配/23和/24的位址區段，以發揮閒置 IPv4位址的最

大效益。 

本場次最後由 APNIC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簡報 2021年全球

位址發展。在 IPv4方面，量測數字顯示歐洲地區的 IPv4位址交易數

量驚人成長，但原因不明。全球 IPv4位址交易中，新加坡位居位址轉

入之首，Geoff 解釋這是因為若干在中國具大規模事業的企業將總部

設於新加坡。 

Geoff 觀察，IPv6 位址與 IPv4 位址的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已發配

的位址總量中，未宣告的位址數量遠高於已宣告的位址數量。而針對

IPv6位址在過去 2年內持續下降，Geoff推測可能囿於 COVID-19全

球疫情，許多單位選擇推遲並非緊急首要項目的 IPv6 部署計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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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期待隨著疫情逐漸緩和，過去暫緩的 IPv6 部署能逐步重啟，畢

竟 IPv6部署雖非緊急，仍是網際網路未來發展的必要關鍵之一。 

 

• 14:00 – 15:00 Open Policy Meeting (2) 

本場次共針對 3個政策提案進行討論和表決： 

1. 提案 142〈統整轉移政策文字〉 

將所有資源（IPv4、IPv6、ASN）的轉移政策統整於同一章節，避

免重複章節導致讀者混淆。 

2. 提案 143〈指派自治系統號碼予顧客〉 

修改 APNIC 政策語言，明確允許地方網際網路註冊機構（Local 

Internet Registry，LIR）申請取得自治系統號碼（Autonomous System 

Number，ASN），並附上說明範例。 

3. 提案 144〈實驗性質指派政策的保留資源〉 

在未來 5 年內保留/21 的 IPv4 位址區塊，提供可能的實驗性質位

址申請案使用。 

以上 3筆提案都在會議中依 Policy SIG領導層判斷通過共識決議。 

• 15:15 – 16:15 APNIC Global Reports 

本場次由 APNIC行銷溝通總監 Tony Smith主持，分別請到網際網

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ISOC）亞太區副總監 Rajnesh Singh、ICANN

亞太區總經理 Jia Rong Low、ICANN 位址支援組織（Add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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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Organization，ASO）位址理事會（Addressing Council，AC）

理事 Nicole T. I. Chan、負責網際網路號碼指派權威（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ANA）主責組織公共技術識別碼（Public Technical 

Identifier，PTI）事務的 ICANN資深專案經理 Amy Creamer、AfriNIC

會員服務主管 James Chirwa、ARIN 營運長 Richard Jimmerson、

LACNIC技術長 Carlos M. Martinez，以及 RIPE NCC總經理諮議 Chris 

Buckridge，介紹各自組織的近況及未來規劃。 

3/12（四）  

• 11:00 –12:00 APNIC AGM 1 

EC主席Gaurab Raj Upadhaya首先致詞並歡迎各位參與年度會議。

本屆 APNIC會議預計選出 3位 EC成員， APNIC法務長 Craig Ng介

紹本屆 APNIC EC選舉流程後，本屆選委會主席 DaeYoung Kim介紹

候選人，並提醒投票將於當日下午 2點（UTC+8）截止。 

APNIC 總經理 Paul Wilson 報告 2021 年 APNIC 活動。他根據

APNIC戰略計劃的五大支柱：會員、註冊管理服務、發展、資訊和能

力，分別報告 2021年 APNIC工作及相關進展。 

4. 會員： 

APNIC目前會員數為 8,768，相較於 2020年成長 5%。2021年啟

動的會員相關服務包括：新線上客服中心（ Help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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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apnic.net）、試行的 APNIC社群專屬社群媒體平臺（預計 2022年

正式啟用），以及會員帳戶 MyAPNIC的數項功能更新改善。 

5. 註冊管理服務： 

2021 年的資源發配數字明顯回升，IPv4 發配數量是 2016 年以來

的新高，IPv6 發配數字雖然一直緩慢成長，但也是 2016年以後的最

新高點。2021年期間 IPv4位址轉移活動頻繁，以/24區段觀察，去年

許多來自其他 RIR的 IPv4位址轉入 APNIC地區，另外，APNIC也在

去年成功回收近 50萬 IPv4位址。 

6. 發展： 

2021年期間社群共提出 9則政策提案，其中 5則通過共識決議並

已實施、1則未以「政策」通過但已以「指導原則」實施、1則未通過

共識並撤銷、1則通過共識但仍在 mailing list討論階段，還有 1則未

達共識並於 mailing list討論中。去年 APNIC首次舉辦全新形式、為

時長達 6個月的 Fellowship計畫，共錄取並培訓 46名 Fellow。Paul亦

簡要介紹 APNIC 去年與技術社群、網路治理（包括地區性、全球及

國家級）論壇社群，以及不同國家政府單位的交流互動。 

7. 資訊： 

2021年 APNIC推出的資訊產品包括：改版網際網路目錄（Internet 

Directory）的新服務 Resource Explore（Rex）、2020年推出並於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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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增功能的 DASH，以及類似 DASH的網路營運方工具包（Network 

Operators Toolbox，NetOX）。研究方面， APNIC人員於 2021年期間

參與諸如 RIR、IETF 及不同 NOG 並發表共 41 次簡報，同年期間針

對 APNIC研究主題共發表 43篇部落格文章及 3集 podcast。 

8. 能力： 

此部分涵括 APNIC的技術基礎建設，以及組織維護及支援各項活

動、服務及產品的能力。 

• 12:15 – 13:15 APNIC AGM 2 

本場次首先由 Paul Wilson介紹 APNIC 2022年行動計劃，此計畫

共有四大重點： 

1. 安全、完整性及靈活性：改善 APNIC服務的可用性、流程及系

統安全，以及事件通報團隊。同時亦強化 RIR系統安全。 

2. 次世代註冊管理服務：包括 RPKI、RDAP、API及其他關鍵註冊

管理產品，並維護與新技術及需求相容的註冊管理架構。 

3. 連結線上社群：建立與會員及社群的線上連結，所有活動都以

「線上優先」的思維舉行。 

4. 發展能力：確保 APNIC的組織規模符合需求，研發並提供最具

需求的服務。APNIC EC Treasurer Report 

接續由 APNIC EC司庫 Kenny Huang報告，相關細節可參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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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EC主席 Gaurab Raj Upadhaya亦報告 2021年 EC工作內容。最

後則由 Paul Wilson 報告亞太網際網路發展信託基金（Asia Pacific 

Internet Development Trust，APIDT）近況。 

• 14:00 – 15:00 APNIC AGM 3 

Policy SIG、Cooperation SIG、NIR SIG及 Routing Security SIG主

席分別簡報本次會議期間的討論重點後，亞太網路交換協會（APIX）

亦分享本屆會議討論。 

最後選委會主席 DaeYoung Kim 宣布 APNIC EC 選舉結果，分別

由 Sumon Ahmed Sabir、Kam Sze Yeung，以及 Achie Atienza獲選連

任。 

 

 

 APNIC 54 

9/13 (二) 

• 11:00 –12:30 Opening Ceremony and Keynotes 

本場次請到 APNIC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EC）主席

Gaurab Raj Upadhaya、新加坡資通訊媒體發展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轄下新加坡網路資訊中心主席 Aileen 

Chia、亞太治理學校（Asia Pacific School of Internet Governance，APSIG）

主席 Satish Babu、亞太網路治理論壇（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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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Forum，APrIGF）多方利害關係推動小組（Multi-stakeholder 

Steering Group，MSG）主席 Anju Mangal、新加坡網路維運小組

（ Singapore Network Operator Group， SGNOG）主辦團隊成員

Cheeyong Tay，以及 APNIC總監 Paul Wilson發表開幕致詞。 

專題演講則分別請請到德國 Marx-Planck 電腦科學研究所的安全

及網路研究員 Tobias Fiebig分享「末日網際網路的 13個陳述」，以及

國立新加坡大學量子電腦中心主任 Alexander Ling，分享邁向量子網

路的可能。 

• 15:00 – 16:00 APNIC Cooperation SIG & APrIGF   

合作特別興趣小組（Cooperation SIG）作為平臺，供社群討論關乎

APNIC利益但範疇較廣，同時涉及其他如政府、其他組織或社群等多

方利害關係團體的公共政策或網路治理議題。透過合作 SIG的討論，

社群成員也可就公共政策議題，研議並確立 APNIC社群的正式立場。 

本屆 Cooperation SIG場次與 APrIGF聯合舉辦，主題為「我消失

的全球線上存在：衝突、政治和後果」。場次中，來自全球各地的與

談人分享他們的網路治理參與經驗，如何因母國或所處地區的地緣衝

突或新法規受到影響。 

9/14（三） 

• 9:30 – 10:30 APNIC IPv6 Deployment 

本場次由 TWNIC 執行長 Kenny Huang 擔任主持人。場次主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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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 IPv6部署的進展及營運方的最佳實踐。 

首先由 Google Cloud 的 Ameya Deshpande 分享效能及診斷指標

（Performance and Diagnostic Metrics，PDM）作為 IPv6目的地選項延

伸表頭。他指出，當代大多網路服務都重視即時性，任何延遲都將實

質影響業務。PDM（RFC 8250）可以用來分析每筆流量（5-tuple）的

延遲，並依「伺服器端」或「網路」延遲分類，進一步輕易找出延遲

根源並及時改善。但 PDM存在若干安全限制，因此 PDMv2利用混合

公鑰交換（Hybrid Public Key Exchange，HPKE）框架（RFC 9180）

整合加密、完整性及驗證功能，彌補 PDM的安全缺陷。 

第二名講者為來自馬來西亞的 Muzamer Mohd Azalan ，分享馬來

西亞電信（Telekom Malaysia，TM）的 IPv6 部署經驗。雖然 TM 從

2004 年就開始 IPv6 部署，但此工程的實質進展發生於 2009 至 2012

年。 2015 年開始，馬來西亞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Malaysian 

Communication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MCMC）於 2015年通過

IPv6採用法案（IPv6 Adoption Act），規定所有國內網路服務供應商都

必須同時支援 IPv4與 IPv6（dual-stack），也是推動馬來西亞 IPv6佈

建的一大動力。 

Google的 Shaowen Ma則分享 Google Cloud的 IPv6虛擬私人雲端

（Virtual Private Cloud，VPC）服務。Google Cloud的 IPv6 VPC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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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單一本地位址（Unique Local Address，ULA）和雙網卡，同時支

援 IPv4與 IPv6。 

最後，  Ulsbold Enkhtaivan 分享蒙古電信公司 Mobicom 

Corporation佈建 IPv4及 IPv6雙支援的網路基礎建設經驗。 

• 13:30 – 14:30 FIRST Security 1 

本場次探討事件回應與網路安全相關議題。首位講者請到不丹電

腦事件處理小組（BtCIRT）Pratima Pradan，分享不丹的網路安全措施

和網路攻擊趨勢。他指出，BtCIRT面臨的挑戰包括：漏洞和資安修補

包管理、低資安日誌維護率、假新聞和隱私侵害，以及政策和策略發

展遲緩。 

接下來由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TWCERT/CC）曲承

則及 TWNIC林志鴻共同簡報，分享利用中間裝置分析、緩解 TCP反

射放大攻擊的經驗。他們也提出 TCP 中間裝置反射攻擊的防護策略

建議，包括制定過濾策略，丟棄帶有負載（payload）的 SYN封包，

過濾 GeoIP，以及設定防火牆存取控制安全機制。 

• 15:00 – 16:00 APNIC and APrIGF Inclusion in Tech 

本場次由 APNIC的 Siena Perry及 Joyce Chen共同主持，以「多元

包容」為主旨，請到多方人士分享推動科技社群產業多元包容的自身

經驗。主持人 Siena Perry認為這是整個 APNIC會議中最重要的場次，

因為同時舉辦的 APrIGF 與 APNIC 都以多方利害關係治理模式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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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而多元包容便是多方利害關係治理的骨幹。 

首先，APNIC人資主管 Louise Tromp認為「多元」（diversity）是

出發點，「包容」（inclusion）才能實質造成影響。工作環境是社會的

小型投影，在工作環境造就的改變，映射我們希望在社會中看到的改

變。他也指出，打造更多元包容的社群與工作環境，需由領導人做起。 

Manique Gunaratne任職於斯里蘭卡勞動部，是特殊訓練及身障資

源中心的經理。他分享自己在 20 歲後半因病失去視力，但在科技和

網路協助下，憑藉決心、毅力、勇於夢想，達到今日成就。他認為網

路必須數位包容且供所有人使用，而所有網站都具備無障礙功能，是

達成此願景的關鍵一步。有了無障礙功能，身障人士方得以同等享受

網際網路帶來的利益與力量，進而勇於發聲。他鼓勵與會者上網搜尋

並閱讀今（2022）年 6 月數位權利及網路治理身障領導力訓練營

（Disability Leadership Training Workshop in Digital Rights and Internet 

Governance）發布的〈達卡宣言〉（Dhaka Declaration on Disability 

Leadership in Digital Rights and Internet Governance），其中提出身障人

士參與網路決策流程的核心原則。 

來自澳洲的 Mina Calvert 以直男身份成長並進入科技業，事業始

終一帆風順。然而，自 33 歲起開始以女性身份生活後，他的人生風

雲變色，開始被質疑能力不足、不被信任。雖然 Calvert 為自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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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性才體驗並認知到現實的性別不平等感到慚愧，但他相信人無完人，

懂得越多會做得越好，呼籲所有人一起提升意識，造成改變。他也點

出，很多公司有多元包容的「規章」，但實際上沒有多元包容的「文

化」。他建議公司團體設立規章後，應定期審核，並賦予員工發聲、

改革的力量。 

9/15（四） 

• 9:30 – 10:30 Panel Discussion: World IPv6 2022 - the story 

behind the events  

2011年網路社群舉辦了 World IPv6 Day，全球各地的寬頻及網路

業者將在這天首次啟用 IPv6傳送內容。隔年的 World IPv6 Launch則

召集更多業者於內容網路大規模啟用 IPv6，同時許多原生 IPv6 網路

於焉誕生。自 2012年至今已 10年，本場次邀請到多位當年參與其中

的社群成員分享親身經歷，也對 10年來 IPv6的部署狀況及未來願景

提出想法。 

• 14:00 – 15:00  Open Policy Meeting (Policy SIG) 

本議程為公開政策會議，由APNIC政策特別興趣小組（Policy SIG）

主持，討論社群成員向 Policy SIG提出的政策提案。本場次共針對 4

個政策提案進行討論和表決： 

1. 提案 145〈單一定義來源〉 

使用單一定義文件，確保所有 APNIC政策文件用語一致且無歧義。 



35 
	

2. 提案 146〈一致化政策語言〉 

調整 APNIC 網際網路號碼資源政策 3.1 節「資源管理目標」、3.2

節「政策環境」、3.1.4小節「不保證發配連號位址」及 3.1.8小節「目

標衝突」的標題及內容，確保政策用語、定義及解讀一致。 

3. 提案 147〈歷史資源管理〉 

將歷史 IPv4資源放回資源池，供需要的組織單位申請使用。 

4. 提案 148〈禁止租賃位址資源〉 

在政策文件中明文規定，APNIC地區內禁止租賃位址。 

提案 145、146在會議中依 Policy SIG領導層判斷通過共識決議，

提案 147、148則未達成共識，退回予作者決定是否修改後重新提案。 

• 13:30 – 14:30  APNIC Member Meeting (1) 

本場次為 APNIC會員大會，分成上下半場舉行。上半場由執行委

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EC）和秘書處報告 APNIC 營運情形，

下半場首先宣佈本屆年度選舉結果，之後所有 SIG主席依序簡報會議

期間 SIG議程的討論精華。 

本場次邀請到 Survey Matters 代表 Brenda Mainland 簡介 2022 年

APNIC會員及利害關係人調查結果。線上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會員對

APNIC 服務品質和會員資格價值的評價提升。另一方面，雖然

COVID-19疫情嚴重影響大部分受訪者所屬組織，但他們對未來仍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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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高度信心。 

• 15:00 –16:00 APNIC Member Meeting (2) 

本屆選委會主席 Anju Mangal 原應於本節一開始宣布今年選舉結

果，但他得知本次選舉過程期間有異常狀況，因此無法確定選舉結果

正確呈現社群投票意志。APNIC於 10月 11日完成分析，宣布異常並

未影響投票過程，並公告選舉結果： https://blog.apnic.net/wp-

content/uploads/2022/10/APNIC54-Election-report.pdf。 

接續分別由 APNIC EC財務黃勝雄報告 2022年財務情形，EC主

席 Gaurab Raj Upadhaya報告 EC的 2022年活動，PTI代表 Kim Davies

報告 IANA功能過去一年活動，Policy SIG、NIR SIG、Cooperation SIG

及 Routing Security SIG主席亦分別簡介 APNIC54期間，各 SIG討論

內容。 

• 16:30 – 17:30 APNIC Member Meeting (3) 

網際網路組織領導論壇（Internet Association Leaders Forum，IALF）

代表 Muhammad Arif分享 IALF章程草案，期望 IALF成為分享交流

網際網路組織領導觀點、意見、策略和活動的論壇，進一步支持數位

包容。他們希望下次 APNIC會議能再聚首，以最終成立 SIG為目標。 

APSIG主席 Satish Babu分享 2022年APSIG舉辦情形。本屆APSIG

與 APrIGF和 APNIC聯合舉行，共選出 30名學員，包含首位身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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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他感謝 APNIC、亞太網路治理學院（Asia Pacific Internet 

Governance Academy，APIGA）及 dotAsia的鼎力相助。 

Katsuyasu Toyama 分享亞太網際網路交換協會（Asia Pacific 

Internet Exchange，APIX）本次會議討論。APIX由 36個來自亞太地

區 18 國的網路交換中心（IXP）組成，最近 APIX 在 APNIC 基金會

和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ISOC）支援下，開始亞太地區 IXP

建置推廣支援計劃。 

APrIGF MSG主席 Anju Mangal代 MSG感謝 APNIC，認為 2場會

議共同舉辦進一步促進雙方交流，同時強化雙方社群力量。  

APRICOT2023將於 2023年 2月 20日至 3月 2日於菲律賓馬尼拉

以混合模式舉行。APRICOT 主席 Philip Smith邀請所有與會者來年共

襄盛舉。 

 

 ICANN 73 

 GAC相關議程 

1. GAC Opening Plenary 

本會議乃GAC於 ICANN73的啟動會議，由GAC主席Manal Ismail

負責主持，帶領 GAC成員審閱未來一周議程。 

因應烏克蘭代表於 ICANN73前提出的要求，主席邀請 GAC成員

就俄烏戰爭發表立場或聲明。烏克蘭首先重申該國副總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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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73前向 ICANN提出的要求，並強調俄烏戰爭嚴重影響烏克蘭

人民使用網路的權利。諸多其他國家亦針對此議題發言，詳情可參考

ICANN73 GAC Minute1附件 A。 

ICANN73期間，GAC預計討論的重要議題包括： 

l RDS/WHOIS and Data Protection  

l DNS濫用減緩 

l New gTLD未來申請回合 

l 全球公共利益框架 

主席分享 GAC近期與 ICANN社群其他團體的滬東，包括與其他

支援組織（Supporting Organization，SO）及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AC）的當責第二工作階段（Work Stream 2 Accountability）

討論、社群重視的議題優先順序，以及規劃、準備 ICANN74的混合

模式會議等。同期間，GAC與董事會之間亦透過董事會/GAC互動小

組（Board-GAC Interaction Group，BGIG）保持交流。 

自 ICANN66蒙特婁會議以來，已有超過 130名新代表加入 GAC。

GAC領導層亦持續與 ICANN職員合作，加強改善新成員的新進培訓

與交流。 

最後，主席提醒 ICANN73 GAC公報的決議流程。成員在公報草

	
1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icann73-gac-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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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定案後，有 72小時可審視公報內容並提出修訂建議。 

2. GAC Discussion on Global Public Interest Framework 

首先由 GAC 內本議題負責人簡介全球公共利益框架（Global 

Public Interest，GPI）框架流程，以及最近註冊資料標準化存取/揭露

（Standardized System of Access/Disclosure of the Registration Data，

SSAD）實施評估流程（Operational Design Phase，ODP）的應用。SSAD 

ODP是 GPI首次實際應用於社群工作。 

接續由 ICANN董事 Avri Doria簡介董事會的 GPI框架流程，強調

本框架的目標並非建立另一套流程。董事會希望社群能考慮並評估

GPI 框架在制定政策建議、進行決議、提出建議或公眾意見諮詢時，

是否有用、有效。董事會也歡迎社群隨時針對GPI框架提出改善建議。 

部分 GAC 成員同意須嚴格檢視並分析 GPI 框架作為工具的實用

性，考量 ICANN社群的全球規模，確保框架中的 GPI充分多元包容

非常重要。也有意見認為，GPI框架不應僅在事後用來衡量政策建議

是否合乎公共利益，反之，須在制定政策之初便納入考量，確保政策

制定流程始終符合 ICANN使命。GAC在提出共識建議時，也可考慮

利用 GPI框架反映其立場。 

GAC主席鼓勵成員近一步思考 GAC可以從 SSAD ODP的試用經

驗學到什麼，也探索應用此框架檢視專屬通用域名（closed gene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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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 

3. GAC Meeting with the ccNSO 

本會議中，ccNSO代表向 GAC簡介 ccNSO政策發展近況，並分

享 ccNSO近期針對 DNS濫用的相關討論成果。 

目前 ccNSO 中正在進行的政策流程有二，一是針對審核機制的

ccPDP3，此政策目標是建立國碼頂級域名的發派、轉移和淘汰審核流

程。本政策已完成最終報告，正由 ICANN法務審核中。另一個政策

流程則為國際化域名（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IDN）的 ccPDP4。

本政策將決定選擇（及取消）IDN國碼頂級域名字串的標準、流程和

程序。 

ccNSO理事 Tatiana Tropina 也介紹 ccNSO中DNS濫用相關活動。

ICANN72期間，ccNSO就 DNS濫用舉辦社群議程，主要討論 ccNSO

是否應進一步參與 ICANN 社群內的 DNS 濫用討論，以及社群期待

ccNSO帶來哪些貢獻。在那之後，ccNSO召開內部工作坊，利用衝擊

投入分析評估 ccNSO內討論過的可能動作。 

Tropina分享，經歷以上討論流程後， ccNSO沒有針對此議題發起

政策制定流程的意向，但大多 ccNSO 成員同意建立交流平臺，用來

分享 DNS濫用相關資訊。 

4. GAC Discussions on IGO Matters 

本議程回顧 IGO權利保護機制的議題背景，並討論即將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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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GO 特別修復性權利保護機制加速版政策發展流程（EPDP on 

Specific Curative Rights Protections for IGOs）。IGO EPDP工作小組在

ICANN73 前剛完成結案報告草稿，預計未來幾週內就能定稿並交給

GNSO 理事會。GAC 的 IGO 議題負責人認為，IGO 應接受本結案報

告中提出的妥協建議，藉此 GAC也能支持 EPDP的工作成果。 

在 GAC IGO名單（用以保護 new gTLD中的 IGO全稱）管理機制

方面，目前 GAC領導層和 GAC IGO小組仍在持續相關工作，待完成

將轉發給所有 GAC會員審視。 

5. GAC Discussions on WHOIS/Data Protection 

GAC 的 EPDP/GDPR 小組成員向 GAC 報告註冊目錄服務

（Registration Directory Service，RDS）/GDPR 政策工作各階段的進

度。負責訂定新 RDS 政策的第一階段目前仍在實施流程中，ICANN

至今也尚未就何時完成實施提出具體時程。制定 SSAD的第二階段才

剛結束 ODP，針對法人/自然人的第二階段 A 則已通過 GNSO 理事

會，正待董事會決議。 

GAC 檢視剛出爐的 SSAD 實施審核分析（Operational Design 

Assessment，ODA），囿於未來實際使用者人數的高度不確定性，ODA

中的成本預估數字範圍極大。另外，隱私代理保護服務（Privacy/proxy）

的盛行及跨國傳輸的限制，也可能進一步削弱 SSAD的使用意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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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GNSO 理事會和董事會之間的諮詢流程已展開，待雙方問題釐清

後，董事會才會審議 SSAD相關政策建議。 

在此同時，社群中也出現利用「試行簡易版」SSAD掌握更精確的

使用者人數、評估相關風險的提議，部分 GAC 成員也贊成此提案。

其他 GAC成員意見包括：應再次展開更穩健的 SSAD需求及運作成

本評估、ICANN應中央化管理註冊資料、ICANN應全面資助 SSAD。 

GAC參與 GNSO註冊資料準確性工作範圍小組（Scoping Team on 

Accuracy of Registration Data）代表報告小組討論進度，目前小組正針

對利害關係團體的期待 vs. 既有合約要求進行差距分析，也仍在討論

「準確性」（accuracy）的工作定義。 

6. GAC Discussions on Subsequent Rounds 

GAC 的 SubPro 議題負責人指出，SubPro 已啟動實施評估流程

（ODP）。 本場次亦邀請 ICANN org分享 ODP進度，介紹工作軌及

高階時程規劃。 

ICANN org進行 ODP同時，也向董事會提出若干需要社群處理的

議題，如 SubPro結案報告中未提出相關建議的專屬通用域名（closed 

generics）。日前 GAC和 GNSO理事會都收到董事會的邀請，希望雙

方能在董事會支援下展開對話，就此議題取得折衷結果。 

GAC 成員無異議通過接受此邀請，後續將由 GAC 主席回覆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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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GAC的 SubPro議題負責人也建議邀請 ALAC參與此諮詢流程。 

 其他議程 

1. Plenary: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Global Public Interest 

Framework 

本場次探討目前 ICANN全球公共利益（global public interest，GPI）

框架實施上的困難及未來改善方向。 

首先由 ICANN ORG 的公共責任副總 Ergys Ramaj 概要回顧 GPI

框架的發展背景。GPI 是 ICANN 治理的核心，包括組織章程等文件

中均提及公共利益。為實踐公共利益，ICANN董事會和社群自 2019

年開始制定將 GPI納入董事會決策的框架，希望能夠系統化落實公共

利益。ICANN董事 Avri Doria希望社群也試著使用 GPI框架，評估此

框架是否適用、有沒有效。 

接續請到 GNSO代表 Paul McGrady、GAC代表 Velimira Grau，以

及 ALAC代表 Justine Chew參與座談。針對 GPI機制的效率與改善空

間，Chew認為 GPI框架基本上運作良好，不需要太多改變；但他也

指出各社群團體沒有應用框架的動機，亦好奇董事會如何評估依 GPI

框架做出的決策。 

Paul McGrady則分享個人看法，認為GPI框架實施上的最大挑戰，

是如何平衡不同類型的全球公共利益。他也提醒，GPI框架可能被濫

用或錯誤應用，社群成員不應為了推動自己提出的政策建議，刻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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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中使用特定的詞彙或措施，導致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機制無法運

作。 

Velimira Grau 認為 GPI 框架是 ICANN 董事會可運用的極佳監管

工具。他也指出，框架不應僅於事後用來評估已完成的政策建議，而

是從一開始就納入政策制定流程，確保個階段皆充分考量全球公共利

益。 

2. Plenary: Evolving the DNS Abuse Conversation: Maliciously 

Registered versus Compromised Domains3 

目前為止，大部分 DNS濫用的討論都沒有特別區分惡意域名和遭

駭域名。前者乃具明顯不良意圖註冊的域名，可推斷域名註冊人來者

不善。反之，遭駭域名則是正常註冊使用的域名，在無辜註冊人不知

情更非情願的情況下，被惡意第三方挾持盜用以從事惡意行為。在此

情境中，註冊人和遭駭域名相關攻擊的對象同為被害人，若直接終止

該域名，對註冊人並不公平，也不是解決濫用的最佳方式。 

本場次討論聚焦於遭駭域名和惡意註冊域名的不同，在 DNS濫用

機構（DNS Abuse Institute）執行長 Graeme Bunton的主持下，來自政

府、註冊管理機構、受理註冊機構及智財團體的與談人，從各自立場

及經驗出發，討論不同類型濫用域名的判斷及處置方式，以及如何在

「即時減緩威脅」和「保護註冊人權益」間取得平衡。 

3. Discussion Forum on Geopolitical Legislative & 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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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近年來，越來越多諸如國家或地域性的法律規範草案、國際電信

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會員提案，以及

聯合國（United Nations，UN）撰寫中的文件或發布聲明等，可能影

響 ICANN使命，在 DNS生態系統及整體環境引入更多未知且複雜的

因素，ICANN的多方利害關係社群也將因此受到牽連。 

有鑑於此，本場次由 ICANN ORG向社群報告現行網際網路相關

公共政策中，可能影響 ICANN技術使命、政策或流程的法律規範草

案，希望加強 ICANN社群認知的同時，進一步促進未來因應對策討

論。  

首先報告聯合國中可能與 ICANN相關的網路政策討論，包括網路

安全開放工作小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OEWG）及網路犯罪

特別委員會（Ad-hoc Committee，AHC）。在 ITU方面，ICANN今年

主要關注的 4 場活動分別是 3 月初的世界電信標準化大會（World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ization Assembly，WTSA）、3月底的 ITU

理事會議、6 月於非洲盧安達舉辦的世界電信發展會議（World 

Tele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Conference，WTDC），以及 9月的 ITU

大會（The Plenipotentiary Conference）。 

法律規範方面，資料保護，尤其是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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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Regulations，GDPR）仍是歐盟最重視的議題。繼 GDPR之

後，包括巴西、美國、中國、印度、越南、斯里蘭卡、加拿大、新加

坡等國也陸續開始制定資料保護規範，ICANN 也將持續追蹤類似法

規的出現，以及對 ICANN的可能影響。 

其他可能影響 ICANN使命的非資料保護相關法規包括：歐盟的數

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網路與資訊系統安全指令》

修正提案（Revised Directive on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NIS 2 Directive）、美國的網路事件通報法案、俄羅斯的網際

網路主權法案、中國的網路安全及資料安全相關法案，以及處於公眾

意見徵詢期間的非洲聯盟資料政策框架。 

4. ICANN Public Forum 

公眾論壇的討論主要聚焦於區塊鏈 DNS和俄烏戰爭。 

區塊鏈 DNS 對傳統 DNS而言，等於捨棄目前 DNS使用的根區，

而另外建立獨立系統的替代根區（alternative root）。區塊鏈的分散式

架構有別於傳統 DNS 的中央化樹狀階層，標榜完全保密、使用者為

中心且價格低廉。然而，此系統是否能像傳統 DNS 一樣以全球規模

運作，應付來自全球數十億使用者的使用需求，仍未可知。社群中對

區塊鏈 DNS嗤之以鼻的意見有之，也有認為 ICANN應積極與對方合

作的提議。更有意見認為，無論 ICANN如何看待區塊鏈 DNS，都應



47 
	

慎重看待此議題，也協助社群深入了解，才能展開有意義的討論。 

烏克蘭副總理於 2月底致信 ICANN，要求 ICANN自根區拔除俄

羅斯的國碼域名、取消上述域名的 SSL憑證，並關閉俄羅斯境內的根

伺服器。ICANN執行長 Göran Marby的回信中，除從技術上說明為何

烏克蘭的要求不可行且超出 ICANN 權責範圍，也強調 ICANN 維繫

全球互通運作之網際網路的使命。ICANN 社群一致支持此回應，而

ICANN 其他因應作為，包括暫停烏克蘭註冊人的域名註冊更新截止

期限，以及維護網際網路存取使用的緊急基金等，也都獲得廣泛迴響。 

5. ICANN Public Board Meeting 

本會議中，董事會通過決議如下： 

l 指定財政年度 2022的獨立稽核公司。 

l 暫緩執行第三次安全、穩定及靈活性審核（Third Review of 

Security, Stability and Resiliency of the Domain Name System，

SSR3）。 

l 通過 GNSO「通用頂級域名註冊資料臨時條款加速版政策制

定流程」EPDP Phase 2A政策建議。 

l 根據獨立審核最終結果決議.WEB下一步。 

 

 ICANN 74 

 GAC 相關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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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C Discussion on Subsequent Rounds of new gTLDs 

議題負責人、加拿大代表 Luisa Paez 簡介本議題進展，重點在於

董事會提議、針對獨佔式通用域名（closed generics）的 GAC與 GNSO

理事會對話。在 ICANN73會議後，GAC對此提議積極回應，不僅支

持展開對話，也針對對話的形式、協調人遴選標準、雙方代表人數等

提出建議。除此之外，GAC也提議應邀請 ALAC參與此對話。  

ICANN org簡報 SubPro ODP進展，包括 new gTLD背景、ODP工

作軌及時程表等詳細資訊。ICANN org也進一步說明獨佔式通用域名

細節，若此對話導致 GAC與 GNSO理事會雙方同意的框架，後續將

交由 GNSO 展開政策工作。若對話破局，則將由董事會作出最後決

定。 

許多 GAC成員提出 new gTLD議題過於龐大複雜，對為數甚多的

GAC新進成員不好入門。建議 ICANN org和 GAC領導層設計 GAC

成員專屬的 new gTLD相關網路說明會和訓練課程，協助新進成員早

日掌握議題。 

 ALAC相關議程 

1. At-Large Policy: An End User’s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At-

Large in DNS Abuse 

本場次乃延續 ICANN73「DNS濫用對話的演進」，聚焦於 At-Large

社群在減緩域名濫用，包括惡意註冊及遭駭域名上，如何代表終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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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呼籲行動，以及可以扮演的角色。 

場次首先請到 ICANN副董事長 León Sánchez 介紹 ICANN org和

社群中，針對 DNS濫用採取的作為。Joanna Kulesza則介紹一般使用

者諮詢委員會（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ALAC）至今的相關討

論與活動。接下來由五大區的區域 At-Large 組織（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RALO）代表，包括非洲地區（AFRALO）的 Seun Ojedeji、

亞太地區（APRALO）的 Satish Babu 、歐洲地區（EURALO）的 Olivier 

Crépin-Leblond、拉丁美洲地區（LACRALO）的 Augusto Ho、北美地

區（NARALO）的 Eduardo Diaz，分享建議看法。 

最後則請到 DNS 濫用機構（DNS Abuse Institute，DNSAI）主任

Graeme Bunton 介紹該機構最近推出的中央化 DNS 濫用通報平臺

NetBeacon。此平臺希望解決過去 DNS濫用通報的兩大主要問題，一

是通報者不理解通報流程或找不到通報對象；二是通報品質良莠不齊。

透過標準化通報表格、強化通報內容和自動配對通報域名與關聯對象

等功能，NetBeacon期望有效改善目前 DNS濫用通報的亂象。 

2. At-Large EURALO: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法國於 2022 年 1 月成為歐盟議會主席，並將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設為其執政期間重點政令、歐盟團結作為整體願景，而

數位規範則是首要工作項目之一。其中，DNS4EU和《網路與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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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安全指令》修正提案（Revised Directive on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NIS 2 Directive）是目前歐盟中持續研議，也最關

乎 ICANN的兩項網際網路相關法規。 

近幾年來，政府規範之手伸進網際網路的案例越來越多，各種規

管網路行為、內容甚至基礎架構的國家乃至地區法，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本場次將聚焦於歐盟內相關法規，邀請 ICANN社群成員，分別

根據自己的專業經驗，分享這些歐盟法規的研議進度及可能結果，包

括這些結果對 ICANN的潛在影響。 

首先由 ICANN org 的政府及跨國政府組織交流副主任 Elena 

Plexida 介紹可能影響 ICANN 的歐盟法規，主要仍是歐盟自 2020 年

底發起的整套網路安全政策中，網際網路社群及 ICANN都密切關注

的 DNS4EU和 NIS 2指令。ICANN org的首席技術家 Alain Durand從

技術角度分析介紹 DNS4EU，NIS 2則主要涉及註冊資料等議題。 

接下來，則分別由註冊管理機構 Centr的政策主任 Polina Malaja分

享 gTLD觀點、法國國碼頂級域名（.FR）註冊管理機構 AFNIC公共

事務代表 Lucien Castex分享 ccTLD觀點，以及歐洲網際網路資訊中

心（RIPE NCC）的 Chris Buckridge，位址社群觀點。 

針對歐盟是否強致所有歐盟境內的註冊管理機構使用 DNS4EU，

Polina Malaja認為此計畫仍在初始階段，尚難預測未來發展。但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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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若歐盟強制會員國中所有業者使用 DNS4EU，將有違許多歐洲國家

政府「技術中立」的施政原則。Chris Buckridge則強調所有涉及網際

網路基礎架構的政策和法規都應盡量納入多方利害關係人，避免法規

理念和技術現實的衝突。 

3. At-Large EURALO Policy: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Multistakeholderism in Times of Emergency 

本場次首先請到 At-Large成員（At-Large Structure，ALS），烏克

蘭歐洲媒體平臺（European Media Platform）的 Oksana Prykhodko分

享。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許多社群成員雪中送炭，Prykhodko也

深表感謝。他提到，許多人宣稱 ICANN不應參與政治，應和聯合國

（United Nations，UN）一樣保持立場中立。然而，就連 UN 都已明

確定調此戰爭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Prykhodko 同意網際網路作為關

鍵基礎建設，不應因戰火或任何原因停止供應。但他警告當交戰雙方

僅有一方遵守此原則，守規矩的一方反而會蒙受數倍傷害。事實上，

開戰以來烏克蘭不但受到網路基礎建設遭攻佔停用的苦果，網路仍通

行之處也遭受數倍的各種網路攻擊。 

接下來則請到不同地區代表，分享自身地區的災後重建經驗。 

亞太地區代表 Jennifer Chung 強調亞太地區是五大區中無論政治

體制、文化或語言都最多元的地區。今年 1月東加王國因火山爆發，

國家唯一的連外海纜受損，因此全國陷入斷網危機；此案例彰顯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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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島國的網路困境。另一方面，緬甸去年的軍政府叛變事件，則導致

該國國民經歷全球第二長的人為全國斷網時間。Chung呼籲網路治理

社群應該始終與弱勢、仍無法享受網路好處的人們站在一起。Cheryl 

Langdon-Orr 則強調，網路社群應發揮多方利害關係模式力量，動員

人力、資源、金錢傾注於協助斷線地區人們恢復連線。 

非洲地區代表 Bram Fudzulani 指出，非洲仍是全球上線人口最少

的地區，至今僅約三分之一人口能進用網路。網路連線的重要在疫情

期間更加明顯，而非洲更是感受最深切的地區。從網路近用、負擔網

路服務的能力，到數位素養，都是 AFRALO 特別關切的議題。他也

認同真正多方利害關係模式的重要，認為這是確保網路連線普及的關

鍵。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代表 Claire Craig認為，每一次的天災人

禍都提醒我們網路韌性的重要，更彰顯服務不足地區在類似情境下更

脆弱。他進一步指出，At-Large身為使用者代言人，必須找出與外聯

繫、交流及合作的方式，確保遍佈全球各地的 At-Large會員在危難時

刻，與當地組織協作，及時伸出援手。 

北美地區代表 Eduardo Diaz分享波多黎各遭颶風襲擊的災後經驗，

當初波多黎各經歷長達半年的全國電力不足困境，任何民生服務也都

因此無法運作。災後重建的確仰賴多方利害人各傾己力，現在波多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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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的網路都改成光纖，新建造的基礎建設也開始以防颶風為基本條件，

這是災後可略感慶幸的發展。 

ICANN副董事長 León Sánchez則介紹 ICANN董事會在俄烏戰爭

下決議成立的緊急應變基金，以及為何決定將此基金捐助給緊急通訊

集群（Emergency Telecommunications Cluster，ETC）。 

 ccNSO相關議程 

1. ccNSO Governance Session 

本場次分為兩部分，首先介紹 ccNSO內的行政變更，其中最重要

的部分就是更改 ICANN 章程細則（Bylaw）內容，容許國際化域名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IDN）ccTLD管理方成為 ccNSO成

員。因應此變化，ccNSO 也在運作原則中新增兩個職稱：代表

（representative）和特使（emissary），而後者在投票上特別重要。議

程中亦說明因應更新的選舉規則，包括法定選舉人數、推選人資格、

投票資格及候選人資格等。 

第二部分則是自 2020 年開始，ccNSO 內部討論的議題之一，即

ccNSO目前仍缺乏處理利害衝突的規則和流程。經數次討論後，成員

都同意比起「利害衝突」，可參考 GNSO，要求 ccNSO成員在申請或

擔任特定職位時，提供「利害聲明」（Statement of Interest，SOI）。然

而，在特定情況或職位選拔中，如推選 ICANN董事或旅遊補助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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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Travel Committee），的確仍有設置利害衝突迴避原則的必要。 

2. ccNSO: ccTLD Roles in DNS Abuse Policies 

本場次邀到不同地區的 ccTLD 營運方，分享各自的 DNS 濫用防

制及減緩做法。 

非洲波札那 ccTLD（.bw）的 Angela Matlapeng表示，他的介紹將

聚焦於「濫用 DNS」（abuse of DNS）和透過 DNS進行的濫用（abuse 

via DNS）的分別。「濫用 DNS」的常見案例包括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DNS欺騙（spoofing）、放毒

（poisoning）、挾持和中間人攻擊。透過 DNS 進行的濫用則以 C&C

殭屍網路、惡意軟體、釣魚郵件和網站為大宗。Matlapeng 表示，他

們的 DNS防制減緩作為非常重視「人為層面」；僅保護系統是不夠的，

教育使用者、歸納分析攻擊模式和規律，才是真正的解方。 

亞太地區請到香港 ccTLD（.hk）的 Ben Lee，他的簡報分成三部

分，首先介紹.hk 的使用條款，註冊人必須答應遵守條款、提供身分

證名文件才能註冊使用.hk。接下來則是如何偵測濫用；.hk的做法是

積極檢查域名，也與當地執法機關密切合作。最後則介紹若證實有域

名濫用行為，.hk的域名停權流程。 

歐洲地區為斯洛維尼亞（.si）的 Masa Drofenik。.si手中防治，認

為事前防範比事後補救更有效。但他們也堅守國家法律中，ccTLD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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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管理機構規範無權規範網站內容的規定。Drofenik認為他們至今最

有效的濫用防制作為包括：確保註冊資料準確性、接收投訴、與 CERT

和受理註冊機構密切合作、與政府和執法單位保持良好關係，以及積

極和使用者溝通、重視使用者教育。 

拉丁美洲地區請到巴拿馬（.pa）的 Jennifer Lopez。.pa的 DNS濫

用防制作為包括監控轄下 DNS 伺服器，使用安全分析資料偵測防治

安全威脅。他們也透過稽核 DNS 區域以掌握 DNS 相關弱點。.pa 的

使用條款容許他們在確認域名遭 DNS 技術濫用後停權該域名，也設

有投訴信箱接受通報。未來.pa 計畫全面設置 DNS 安全擴充（DNS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 

北美地區的 Crystal Peterson雖為 GoDaddy員工，但 Godaddy也負

責營運.us 的註冊管理功能。由於轄下同時有多筆 gTLD 及 ccTLD，

GoDaddy得以了解不同頂級域名的生態，這些知識也進一步幫助他們

強化域名濫用的防制減緩。 

 

 其他議程 

1. New gTLD Subsequent Procedures – working together 

本場次主要介紹新通用頂級域名未來申請政策（New Generic Top-

level Domains Subsequent Procedure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簡稱

SubPro）結案報告中，建議設置的「可預測性框架」（Predic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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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及負責相關審核工作的「可預測性常設委員會」（Standing 

Predictability Implementation Review Team，SPIRT）。 

ICANN org 職員介紹可預測性框架及 SPIRT：可預測性

（predictability）的意義在於協助 new gTLD申請者了解遞交申請後的

流程和可能問題。申請流程的可預測性某種程度而言也左右申請者對

New gTLD申請流程的信賴。 

SubPro 結案報告中建議未來申請回合設置「可預測性框架」

（Predictability Framework），希望在未來 new gTLD申請回合中，透

過可預測、透明，且盡可能公平的方式，處理可能造成申請流程變動

的問題。為實施此框架，SubPro結案報告中亦建議成立 SPIRT；委員

會將根據可預測性框架審視問題，並向 GNSO 理事會提出後續流程

建議。 

簡介完畢，與談人針對「可預測性框架能否發揮預期效用」發表

看法。 

ICANN董事 Avri Dora表示，董事會將待收到 SubPro 實施評估報

告（Operational Design Assessment，ODA），了解所有資訊後，再深入

討論此議題。 

GAC瑞士代表 Jorge Concio則強調，GAC同意此框架的潛在功用，

但也堅持在確保「可預測性」的同時，必須保留充分「彈性」處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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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議題。GAC 主張未來可預測性框架的實施和 SPIRT 運作都應納入

諮詢委員會（AC）意見。 

Jeff Neuman 目前擔任 GNSO 駐 SubPro ODP 聯絡人，過去則是

SubPro 工作小組共同主席。他認為可預測性框架和 SPIRT 其實是為

了處理 2012 年申請回合中，未能將申請人的立場和經驗納入考量的

問題。 

2. Plenary: Who sets ICANN’s Priorities? 

ICANN 社群自 2017 的 ICANN59 約翰尼斯堡會議開始討論

「ICANN工作的優先順序」議題，在 ICANN org、董事會和社群各層

面都有「改善工作排序以增加效率」的相關工作。本會議主要即為檢

視相關進展，也供社群、董事會和 ICANN org分享他們的最佳實踐。 

除此之外，本場次也邀請與會者針對「優先排序框架試行專案」

（Prioritization Framework Pilot Project）提出反饋建議，以期找出改

善現行共用有限資源及時間的方案。 

ccNSO 理事會副主席 Jordan Carter 首先介紹 ICANN 的優先排序

框架，ICANN董事 Matthew Shears則強調社群、董事會和 ICANN org

之間合作制定戰略規劃的重要。ICANN 計畫資深副總 Xavier Calvez

重申優先排序框架是為了協助 ICANN org 以透明、多元包容及有效

率的方式，在季度、年度規劃時訂定工作項目的輕重緩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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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SO 理事 Chris Disspain 及受理註冊機構團體（Registrar 

Stakeholder Group，RrSG）主席 Ashley Heineman負責主持社群討論，

討論中，與會者強調 ICANN在設定工作項目優先順序時應保持公開

透明，也有不少人質疑社群、董事會及 ICANN org在設定優先順序時

的角色和責任的分配協調，認為效率方面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若干與

會者重申，為維護 ICANN的多方利害關係模式，社群內各團體應全

權制訂自身的工作優先順序。 

3. CPH DNS Abuse Community Outreach 

本場次首先由 ICANN安全、穩定及靈活性（Security, Stability, and 

Resiliency，SSR）首席專家 Samaneh Tajalizadehkhoob介紹 ICANN的

域名濫用活動報告系統（Domain Abuse Activity Reporting，DAAR）。

DAAR 定義 5 類 DNS 安全威脅：惡意軟體、殭屍網路、網路釣魚、

網址嫁接及垃圾郵件（僅限於利用傳播前述安全威脅時）。 

自 DAAR於 2017年 10月開始運作，雖然部分 ccTLD註冊管理機

構亦加入 DAAR 計畫，但 DAAR 報告中並未包括國碼頂級域名

（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ccTLD）資料。根據 DAAR，2017年

起安全威脅域名數量呈下降趨勢。ICANN org推測 2018年 GDPR實

行後，安全威脅偵測難度提高，假警報數量連帶降低，信譽名單的準

確度因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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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SG 代表 Reg Levy 分享合約方最新推出的 abusetool.org 網站，

供欲通報 DNS 濫用的使用者查詢域名的託管公司。RySG 代表 Alan 

Woods則簡介註冊管理機構協議特別條款 13的相關自願協商進度。 

最後 DNS 濫用機構主任 Graeme Bunton 介紹 DNSAI 在 PIR 和

Clean DNS支援下，最新推出的中央化DNS濫用通報平臺NetBeacon。

本介紹內容與 At-Large場次雷同，因此不再贅述。 

4. Discussion Forum on Geopolitical,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近年來，越來越多諸如國家或地域性的法律規範草案、國際電信

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會員提案，以及

聯合國（United Nations，UN）撰寫中的文件或發布聲明等，可能影

響 ICANN使命，在 DNS生態系統及整體環境引入更多未知且複雜的

因素，ICANN的多方利害關係社群也將因此受到牽連。 

有鑑於此，本場次以 ICANN org簡報為主軸，列出並說明現行網

際網路相關公共政策，尤其是可能影響 ICANN技術使命、政策或流

程的法律規範草案，希望增強 ICANN社群認知，期許進一步促成未

來 ICANN的因應對策討論。 

 

 ICANN 75 

 GAC 相關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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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C Opening Plenary 

GAC主席 Manal Ismail歡迎所有 GAC成員參與 ICANN75。本次

在 ICANN org支援下，於 GAC會議正式開始前，為 GAC成員舉辦

為期 2 日的能力建構議程，GAC 成員受惠良多。她也介紹本次會議

GAC 預計討論的重點關注議題，包括 new gTLD 未來回合、WHOIS

與資料保護，以及 DNS濫用減緩。 

會議中亦公告 GAC 領導團隊選舉結果。現任 GAC 主席 Manal 

Ismail 任期將於 2023 年 ICANN76 會議結束後結束，由巴拉圭代表

Nicolas Caballero繼任。瑞典 Ola Bergström（連任）、韓國 Shi Young 

Chang（連任）、蒲隆地 Francis Olivier Cubahiro（連任）、黎巴嫩 Zeina 

Bou Harb（首任）、英國 Nigel Hickson（首任）獲選 GAC副主席，任

期自 2023年 ICANN76會議結束後開始，至 2025年 ICANN79會議結

束。 

GAC 在 2022 年期間共新增 49 名新 GAC 成員，包括於本次會議

首度加入 GAC的沙烏地阿拉伯。 

2. GAC discussions on Subsequent Rounds 

議題負責人、加拿大代表 Luisa Paez 簡介本議題進展，尤其是針

對專屬通用域名（closed generics）的 GAC與 GNSO理事會對話。GAC

已選定參與此對話的 6名代表，正式對話將於 ICANN75結束後展開。 

為了準備迎接下一回合 new gTLD，GAC 建議 ICANN org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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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與 2021年政策建議，並提供分析報告。 

GNSO 理事會駐 GAC 聯絡人介紹申請人支援 GNSO 指導流程

（GNSO Guidance Process，GGP）近況更新，本 GGP正在招募成員，

預計近期啟動。GAC 有強烈參與意願，因此希望 GNSO 理事會可以

增加 GAC配額，讓更多有興趣的 GAC成員加入。 

 ALAC相關議程 

1. At-Large Policy: ICANN’s Goal for a Multilingual Internet 

through IDNs 

本議程聚焦於如何增加國際化域名（IDN）的數量。與談人認為應

正視技術與網路營運的挑戰、遵循相關國際標準與協定，並根據社群

共同建立的規則，判斷不同語言及文本的 IDN有效性。 

議程中亦討論一般終端使用者對 IDN 的意識及了解。非 ICANN

社群成員的一般網路使用者，或許不知道可以使用 IDN 註冊域名或

電子郵件信箱。為了解相關情況， At-Large 正準備以印地語地區

（Hindi Belt）為對象，就此議題展開問卷調查。 

 ccNSO相關議程 

1. ccNSO: ccPDP3 Review Mechanism Work Group 

ccPDP3-審核機制工作小組的任務，是制定審核機制，協助社群監

督 ccTLD的發派、轉移、撤回和淘汰相關特別決定。ccTLD是 TLD

的一種，依照 ISO 3166國際標準「國家名稱及其細分代表代碼」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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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的 2字元字母，來代表特定的國家或獨立的經濟體，例如我國的

ccTLD為.tw，英國為.uk、科克斯群島為.cc、印度則是.in。 

工作小組在 ICANN75中報告已完成審核機制的政策語言，亦進行

過壓力測試，邀請 ccTLD社群詳閱政策提案並提出意見。 

2. ccNSO: ccPDP4 Working Group on Selection IDN ccTLD 

Strings 

ccPDP4 工作小組負責訂定 IDN ccTLD 異體字選擇／淘汰的規範

及流程。工作小組下又分成 3個子工作組：選擇與淘汰（de-selection）、

異體字管理（variant management）和相似性混淆（Confusing Similarity）。

ccPDP4的工作成果預計取代過去的 IDN ccTLD快速通道（Fast Track）

流程。 

議程中，小組首先聽取 ccPDP3-審核機制小組主席報告，主席亦提

醒 ccPDP3與 ccPDP4之間若有規則重複適用之處，應互相參考援引，

不需做白工。 

在 PDP4政策討論中，ICANN org支援職員簡報 IDN ccTLD異體

字管理子工作組提出之政策建議中，可能有問題之處。該子工作組發

現第二層域名（Second-Level Domain，SLD）的 IDN發配，在某些清

況下可能有安全、穩定及靈活性風險。但 SLD管理超出 ccPDP可管

轄/制定政策之範圍，故子工作組在支援職員建議下，以「advice」而

非「recommendation」提出建議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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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SO議程 

1. GNSO IDN EPDP Working Sessions 

國際化域名加速版 PDP（Expedited PDP on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EPDP-IDN）在 ICANN75期間共舉辦 2場議程，第一場議程

中，工作小組討論將 PDP 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集中處理 TLD，第

二階段再處理 SLD的 IDN異體字相關問題。ICANN org則簡報風險

評估及分析流程，以期後續小組參考此流程，量化 IDN 異體字的風

險，協助後續政策研議。 

第二場議程中，小組檢視 ICANN支援職員製作的假想 new gTLD

申請流程圖。支援職員已協助標出所有可能環節，並附註各環節涉及

的工作小組章程問題，也附加 SubPro結案報告的相關建議。 

藉由檢視此假想流程圖，小組希望了解 new gTLD 申請流程中，

哪些環節和因素可能會受 IDN EPDP小組的異體字相關建議影響，藉

此考量應如何調整這些環節和因素，以符合 gTLD異體字建議。除此

之外，小組也須分析未來 new gTLD申請回合中，評估異體字申請所

需的人力和財務資源。 

2. GNSO EPDP Phase 2 (SSAD) - Whois Disclosure System 

Design Paper 

GNSO理事會下的 SSAD小組於 ICANN75舉行 2場議程。第一場

由 ICANN org 介紹 WHOIS 揭露系統（WHOIS Disclos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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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S）設計文件，並開放小組提問。設計文件呈現簡化提出／接收非

公開 gTLD註冊資料流程的系統，無論第三方提出資料請求，或是受

理註冊機構接收請求的流程都較 SSAD原始設計簡單。此設計乃來自

GNSO理事會要求，希望藉此簡化系統，搜集更多有用數據資料，以

促進未來針對 SSAD的討論。 

第二場議程中，SSAD小組就第一場聽到的簡報內容交流意見，討

論是否支持將此設計文件轉交至 ICANN董事會，由對方決議展開後

續動作。 

 其他議程 

1. DNS Women Panel Discussion: Is the Market Prepared for the 

Next Round of New gTLDs? 

「DNS Women」乃全球社群人脈組織，支援、鼓勵女性在 DNS產

業及生態系的發展，期許女性成為產業領導者，共同促進網際網路的

發展與繁榮。 

本次討論以 new gTLD 未來發展為主題，邀請與談人分享相關經

驗，以了解各國相關意識及市場狀況。 

與談人依據各自背景及立場，針對 new gTLD 的使用與普及發表

意見，從中可以看出世界各地的網路社群對於 new gTLD的接受度各

有不同，部分國家對下一回合迫不及待，部分則認為此需求被過度高

估。與談人不約而同指出，下一回合開放時程至今仍不確定，導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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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政府或企業宣傳 new gTLD。另一方面，高額申請費用也是推廣

不易的關鍵因素之一。 

2. APAC Space 

APAC Space由 ICANN亞太運營中心所發起，目的是創立供 APAC

社群成員自由交流意見的空間，藉由每 2個月舉行的實體或線上會議，

讓不擅公開發言、闡述己見的亞太社群，在熟悉的空間逐步培養參與

政策工作的能力。 

首先由亞太運營中心副總裁兼總經理羅嘉榮歡迎所有人到場參與，

本次 APAC Space是自 2019年 ICANN64 神戶會議後，首度再次回到

亞太地區的面對面會議，意義重大。他亦與社群分享亞太運營中心財

政年度 2022的成就，以及財政年度 2023的重大工作及規劃。 

接續為社群簡報與交流環節。 GAC 澳洲代表 Ian Sheldon 介紹

GAC關注議題，並鼓勵在場亞太地區 GAC代表與其接觸，共同發展

地區性協作計劃。註冊管理機構團體（RySG）主席 Samantha Demetriou

則簡介 ICANN 社群進行中的政策工作及相關討論。Youth4IG 代表

Puteri Ameena Hishammuddin則分享重啟此青年陣線的計畫，邀請在

場年輕人踴躍參與。 

本議程最後特別歡送將於 ICANN75 後卸任的前 ICANN 董事

Akinori Maemura，並介紹新上任的 2位亞太地區董事： Chris Chap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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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Sajid Rahman。 

3. Plenary Session: Internet Fragmentation, the DNS 

本場次針對網路分裂及其對 ICANN使命的挑戰，期望提供社群討

論、互動並共築理解的機會。來自 ICANN社群中不同利害關係團體

的與談人分享各自見解，也請到技術專家定義網路分裂，及其如何涉

及 DNS與 ICANN。議程中，與談人提出目前「網路分裂」沒有普世

認同的運作技術定義。確切的定義，並確保所有人理解一致，才能協

助網路治理討論及 ICANN流程順利進行，發揮實際成效。 

與會者大部分同意網際網路目前「尚未分裂」，但如今當務之急，

是在來不及前阻止分裂發生。大家也認同 ICANN必須遵循組織使命，

在使命範圍限制內，應對「網路分裂」議題。 

4. ICANN Celebrating the Multistakeholder Model in the 

Development of RZ- LGR 

本議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根區標籤生成規則（Root Zone 

Label Generation Rules，RZ-LGR）計畫總覽，分別請到 ICANN董事

Edmon Chung介紹 RZ-LGR起源；RZ-LGR整合委員（Integration Panel）

Marc Blanchet介紹如何建立 RZ-LGR；婆羅米文生成委員（Generation 

Panel）Ajay Data、拉丁文生成委員 Michael Bauland，以及中文生成

委員 Wang Wei介紹各文字語言如何生成 LGR，最後由 IDN EPDP主

席 Donna Austin與 ccPDP4主席 Kenny Huang分享，在現正進行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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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工作中，他們如何將 RZ-LGR納入政策考量。 

第二部分則請到董事長Maarten Botterman及 ICANN執行長Göran 

Marby致詞，並邀請所有過去參與RZ-LGR計畫的社群成員發表感言，

進行合照。 

5. Updates on Geopolitical,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近年來，越來越多諸如國家或地域性的法律規範草案、國際電信

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會員提案，以及

聯合國（United Nations，UN）撰寫中的文件或發布聲明等，可能影

響 ICANN使命，在 DNS生態系統及整體環境引入更多未知且複雜的

因素，ICANN的多方利害關係社群也將因此受到牽連。 

自 ICANN73起，ICANN org定期舉辦此議程，與社群分享並說明

現行網際網路相關公共政策，尤其是可能影響 ICANN技術使命、政

策或流程的法律規範草案，希望增強 ICANN社群認知，期許進一步

促成未來 ICANN的因應對策討論。 

本次介紹包括 2022 年 9 月 ITU 全權代表大會（Plenipotentiary 

Conference）的網際網路相關決議（resolution）、歐盟數位服務法

（Digital Service Act，DSA）、《網路與資訊系統安全指令》修正提案

（Revised Directive on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NIS 2 Directive），以及亞太地區法規進展，如中國 2021 年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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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信息保護法》。 

6. Planning for Universal Acceptance (UA) Day 

目前仍有許多應用程式、裝置或系統不支援使用 IDN的域名或電

子郵件信箱。這也是為什麼 ICANN及網際網路社群始終致力推動全

球通用（UA），希望使用不同語言文字的域名及電子郵件，都能獲得

一樣的待遇，使用者得以自由選擇域名或信箱的語言。 

本議程由全球通用推廣小組（Universal Acceptance Steering Group，

UASG）主辦，與社群分享「全球通用日」（UA Day）訊息，希望透

過本地、國家、地區到全球的接力宣傳推廣，放大全球通用的影響力，

進而鼓動技術社群採納 IDN，預設全球通用。 

史上首次全球通用日訂於 2023年 2月 16日，之後預計每年舉辦。

藉由分享全球通用的挑戰及既有落差，提升大眾對全球通用的意識，

進一步說服技術社群在軟體、系統及裝置開發過程納入全球通用，並

促進落實全球通用的技術與政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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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瞭望計畫成果 

 即時訊息 250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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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週期：2022/1/3-1/7 

#1 2022 年是歐盟數位政策的轉折點 

標題 2022 年是歐盟數位政策的轉折點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EU 

引言 

歐洲媒體 EURACTIV 發布的《2022 年歐盟政策預測》特別報告中，盤點了

2022 年歐盟的數位政策議題，包括：平臺管制、資料規範、人工智慧、全新

的零工經濟法規，還有網路安全和半導體政策等。 

摘要 

字

數： 

1,687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去（2021）年 9 月發表年

度盟情咨文（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時，指出「數位議題將決定未來

成敗」。而塞滿歐盟 2022 年議程的各種數位政策議題，也反映歐盟打造數位

未來的雄心。 

歐洲媒體 EURACTIV 發布的《2022 年歐盟政策預測》（What to expect in EU 

policymaking in 2022）特別報告中，盤點 2022 年歐盟的數位政策議題，包

括平臺管制、資料規範、人工智慧、全新的零工經濟法規，還有網路安全和半

導體政策等，以下分別簡略說明議題概要。 

平臺管制 

執委會在 2020 年底推出兩大數位空間管制草案：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DMA）及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這兩筆重量級法

案都成功在一年內通過歐盟國會及理事會，今年開始接任歐盟理事會主席的法

國，也表明希望於 4 月國內大選前完成協商，正式推出法案。然而 3 個月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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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確實過於緊迫，一般預測頂多僅 DMA 能在法國任期內獲得歐洲諸國共識、

完成協商，而牽涉更廣的 DSA 大概須等到今年 6 月後，捷克輪值歐盟理事會

主席期間，才能完成協商。 

資料治理、資料分享及資料保護 

去年 11 月通過的資料治理法（Data Governance Act），目的是為歐盟內資

料建立「申根」簽證，在法規訂定的「資料市場」（data marketplace）中，

供企業自由分享資料。 

這個法案是歐盟資料戰略的第一座立法里程碑，下一步的資料法案（Data Act）

涉及包括資料共享義務、資料營利，以及公家機關取得資料等更敏感的議題，

進展預期也將更謹慎緩慢。 

另一方面，歐盟資料保護監督機關（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EDPS）預計今年 6 月舉辦會議，檢討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的施行狀況，愛爾蘭資料保護機關須對科技

巨頭採取具體行動的壓力也逐漸加重。 

人工智慧 

自去年 4 月歐盟執委會推出人工智慧法草案後，後續進展始終緩慢。部分是因

為法案內容過於技術，政策制定相關人員難以掌握法規的實際影響；而 AI 法

規和諸多如資料保護、產品安全等歐盟法規互相牽連，也是另一原因。 

進度緩慢的元兇仍是政治因素；歐盟國會成員為誰應主導立法過程爭執 6 個月

後，終於決定由公民自由、司法暨內政委員會（Committee on Civil Liberties,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LIBE）和內部市場與消費者保護委員會（Internal 

Marke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ttee，IMCO）共同主持，支持「公

共場合使用人臉辨識技術」的保守派歐洲人民黨（European People’s Party，

EPP）則被排除在外。 

零工經濟法規 

歐盟執委會去年 12 月推出管制零工經濟的指令草案，禁止平臺業者以單純的

「服務媒合」角色自居，正式規範他們成為歐洲超過 4 百萬零工經濟勞動者的

「雇主」。 

此法案獲得歐盟國會的黨派強烈支持，然而本法屬於「指令」（Directive）性

質，在歐盟層級通過後，仍須由各國各自轉譯成國內法規，到正式實行可能還

要一段時間。 

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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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與資訊系統安全指令》修正提案（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Directive，NIS2）將於今年 1 月開始歐盟國會、理事會與執委會的三方協商。

有鑑於各國對法案的期待不一，普遍預測 NIS2 進度會持續延宕。另一筆著眼

於物聯網裝置基本資安標準的資安韌性法案（Cyber Resilience Act），預計也

將於 2022 下半年推出。 

最後，2021 年全球半導體短缺的危機，迫使執委會開始半導體晶片產業自足

的戰略規劃。去年 9 月提出的歐洲晶片法（European Chips Act）草案，聚焦

於歐洲境內的研發產能培力及國際合作，預計今年第二季進入國會討論。 

相關連結： 

Luca Bertuzzi (2021). 2022: The turning point in EU’s digital policy. 

EURACTIV. 

檢自：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digital/news/2022-the-turning-

point-in-eus-digital-policy/ (Jan. 12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新年數字多邊形低多邊形線框插圖的抽象孤立藍色圖像。 

	

#2 英國發布「2022 年國家網路安全戰略」 

標題 英國發布「2022 年國家網路安全戰略」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英國, 網路安全 

引言 

英國政府於 2021 年 12 月 15 日發布「2022 年國家網路安全戰略」，其中闡

述英國將如何鞏固其作為全球網路強權之地位，在官網發布的正式訊息中，

也依戰略內容摘要出 5 大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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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582 

英國政府於去（2021）年 12 月 15 日發布「2022 年國家網路安全戰略」，其

中闡述英國將如何鞏固其作為全球網路強權之地位。過去五年（2016-2021），

英國網路安全產業迅速成長，單在去年，全英國的 1,400 多間網路安全企業就

創造了 89 億英鎊的年收入，提供超過 46,700 個技術性工作職缺，同時吸引大

量海外投資，最新戰略將以這些傲人成果為基礎。 

透過該戰略，英國政府呼籲社會各界各司其職，共同強化英國的網路經濟與戰

略實力，其中包括增加網路人才多樣性；提升全英國的網路產業水準；擴增網

路攻擊與防禦能力；以及將網路安全列為工作場所、董事會決策層與數位供應

鏈中的優先議題。 

根據英國政府官網，該戰略包括 5 大核心支柱，分述如下： 

• 強化英國網路生態系統，投資發展國內網路安全人才與技術，並深化產、

官、學三方的合作夥伴關係。 

• 將英國打造成一個繁榮且兼具韌性的數位強國，同時降低網路風險。如

此一來，企業可將透過數位科技產生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公民的網路安

全也得以確保，並充分相信個人資料受到妥善保護。 

• 確保英國在重要網路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在建構相關產業實力的同

時，也積極發展針對新興技術的安全框架。 

• 透過提升英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及影響力，建立更安全、繁榮且開放的國

際網路秩序，與政府及業界共同合作，同時共享支撐英國網路實力的專

業知識。 

• 偵測、干擾並威懾敵國的惡意網路行動，以強化英國的網路安全。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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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SC (2021). Government publishes blueprint to protect UK from cyber 

threats.  

檢自：https://www.ncsc.gov.uk/news/government-publishes-blueprint-

to-protect-uk-from-cyber-threats (Jan. 13 , 2022) 

GOV. UK(2021). National Cyber Strategy 2022.  

檢 自 ：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cyber-

strategy-2022 (Jan. 12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網路安全管理概念圖 

	

#3 馬來西亞修訂版權法，打擊侵權串流媒體 

標題 馬來西亞修訂版權法，打擊侵權串流媒體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馬來西亞版權法 

引言 

馬來西亞眾議院通過《1987 年版權法案》修正案，未來國內非法串流媒體恐

將面臨至少 20 萬馬幣（約 2,377 美元）之罰金或最高監禁 20 年，且兩者可

能同時並行。 

摘要 

字

數： 

732 

馬來西亞眾議院通過《1987 年版權法案》（Copyright Act 1987）修正案，未

來國內非法串流媒體恐將面臨罰金及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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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修正案內容，涉嫌協助侵犯版權者，將面臨至少 20 萬馬幣（約 2,377 美

元）之罰金或最高監禁 20 年，且兩者可能同時並行。未來，無論不法人士是

透過製造、進口、供應、宣傳或散布串流技術等手段侵犯版權，都無法逃離法

網。 

由於串流媒體的出現，過往的法案已不再適用，本次修正案主要針對將平臺影

片內容下載至永久儲存裝置（permanent storage）者，以及隨後盜用版權的

不法人士，修正案規範內容相當嚴格，推定違法者相關的所有商業夥伴皆有罪，

犯罪方相關人士除非能夠證明「他人的犯罪行為是在未經自己同意或接受的情

況下執行，且自己已經盡力阻止」（the offense was committed without his 

consent or connivance" and the individual did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prevent it），否則皆被視為有罪，且可能從重量刑。 

依修正案定義，法人團體中的所有董事、執行長、營運長、秘書、經理、合夥

人，以及其他協同管理者等都可能被列為犯罪方。透過嚴格規範，修正案可防

範犯罪方藏匿於企業結構之下，但缺點為無法明確衡量盡職調查的責任，且其

規定也過於寬鬆。 

馬來西亞國內貿易及消費者事務部（Domestic Trade and Consumer Affairs 

Ministry，KPDNHEP）部長 Dtuk Seri Alexander Nanta Linggi 對修正案表

示肯定，他認為修正案能依當前需要，更有效的保護版權，同時滿足產業界與

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相關連結： 

Lora Dobberstein (2021). Malaysia tweaks copyright law to hit streamers 

of copyright-infringing content. The 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1/12/20/malaysia_illegal_streaming_cr

ackdown/ (Jan. 12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法官的木槌與馬來西亞國旗. 

	

#4 TikTok 取代 Google 成為最受歡迎的網路應用服務 

標題 TikTok 取代 Google 成為最受歡迎的網路應用服務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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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據資安公司 Cloudflare 使用自家網路流量監控工具追蹤的結果，TikTok 已

取代 Google 成為目前最受歡迎的網路應用服務，TikTok 分別在 2021 年 2

月、3 月、6 月將 Google 擠下第一名的位置，並從 2021 年 8 月以來持續占

據榜首。 

摘要 

字

數： 

657 

以病毒式傳播的短影音 App——TikTok，已取代搜尋引擎網站 Google，成為

目前最受歡迎的網路應用服務。根據資安公司 Cloudflare 使用自家網路流量

監控工具追蹤的結果，TikTok 分別在去（2021）年 2 月、3 月、6 月將 Google

擠下第一名的位置，並從去年 8 月以來持續占據榜首。 

由中國公司 Bytedance（字節跳動）所擁有的 TikTok，截至去年 7 月為止的

下載次數已超過 30 億次，在全球擁有超過 10 億名活躍的使用者，並且使用人

數還在持續增長。Tiktok 之所以如此受到歡迎，原因之一為 COVID-19 疫情的

流行，促使長期待在家中的人們上網尋求娛樂活動。 

TikTok 在 2018 年與另一個中國社群媒體服務 Musical.ly 合併，並於國際上推

出。TikTok 在中國稱為「抖音」，且與國際版本的 TikTok 為兩個完全不同的

系統，去年中國規範了 14 歲以下的使用者每天使用抖音的時間上限為 40 分

鐘。 

食物與烹飪影片的高點閱率是 TikTok 成功的關鍵之一，TikTok 也積極拓展事

業版圖，將與美國的連鎖餐廳合作，預計在今年 3 月推出 TikTok Kitchen 餐

點外送服務，使民眾可以訂購爆紅影片中的原創菜色。 

然而，TikTok 亦存在安全上的疑慮，2019 年時不僅在印度遭到禁用，在美國

亦被發現 Musical.ly 蓄意託管未成年使用者發布的內容，因此遭到國家安全調

查，甚至被罰款 570 萬美金。儘管 TikTok 成為國際間備受喜愛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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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以外的政界人士及監管機構亦對於 TikTok 所存在的安全及隱私爭議表

示擔憂。 

相關連結： 

BBC (2021). TikTok ousts Google to become favourite online destination. 

BBC. 

檢自：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9768617 (Jan. 12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社群媒體的 3d 渲染圖。 

	

#5 Google 與 Facebook 因 cookie 政策遭法國監管機構課以巨額罰款 

標題 Google 與 Facebook 因 cookie 政策遭法國監管機構課以巨額罰款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Google, Facebook, cookie 

引言 

Google 與 Facebook 在法國面臨巨額的罰款，因為他們並未提供法國的使用

者可以簡易拒絕追蹤 cookie 的技術，違反法國的資料隱私規則，據此，法國

國家資訊自由委員會（CNIL）分別對Google 及 Facebook 處以 1.5 億歐元

與 6 千萬歐元的罰款。 

摘要 

字

數：

832 

Google 與 Facebook 在法國面臨巨額的罰款，因為他們並未提供法國的使用

者可以簡易拒絕追蹤 cookie 的技術，違反法國的資料隱私規則，據此，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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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訊自由委員會（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CNIL）分別對Google 及 Facebook 處以 1.5 億歐元與 6 千萬歐元

的罰款。 

CNIL 表示，若 Google 及 Facebook 旗下的所有平臺在懲處發布後三個月內

仍未改善此項問題，接下來將額外處以每天 10 萬歐元的罰款。 

Google 在 2020 年 12 月，就曾經因為違反《法國資料保護法》第 82 條，未

經用戶同意存放 cookie，而被 CNIL 罰款 1 億歐元。起因為 CNIL 在 2020 年

3 月發現，當使用者瀏覽 google.fr 網站時，cookie 便自動存放在使用者的電

腦，且不需要經過使用者同意，其中幾個 cookie 是使用於廣告目的，使得

Google 從中獲取龐大利潤。 

儘管 Google 於 2020 年 9 月已停止自動存取廣告 cookie，但並未在網站中向

法國的使用者說明 cookie之目的，亦未主動告知使用者可以拒絕存取 cookie，

因此除了罰款 1 億歐元之外，CNIL 亦責令 Google 需在懲處發布後的三個月

內確實通知使用者，否則每延遲一天需增加支付罰款 10 萬歐元。 

為符合GDPR 的規範，Facebook 在 2021 年 9 月曾更新其 cookie 存取政策，

於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均建立功能選單，讓歐洲的使用者可以管理他們的

cookie 同意決定。然而，與 Facebook 同集團的 WhatsApp 在 2021 年 9 月

仍被處以 2.25 億歐元的罰款，原因為其與母公司共用資料的方式不夠透明，

Facebook 也因此面臨最高達 3,600 萬歐元的罰款。 

Google 則是因為被指控的反競爭行為，在歐洲遭到 80 多億歐元的罰款，去年

9 月 Google 曾對其中一項金額為 24.2 億歐元的罰款提出上訴，但最後仍以敗

訴收場。 

相關連結： 

Jonathan Greig (2022). French regulators to fine Google and Facebook 

combined $235 million for cookie tracking: report.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french-regulators-fine-google-and-

facebook-combined-235-million-for-cookie-tracking/ (Jan. 12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法官以法國國旗和塑膠玩具人為背景的木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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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期：2022/1/10-1/14 

#6 WebSpec：分析瀏覽器安全問題的新檢測框架 

標題 WebSpec：分析瀏覽器安全問題的新檢測框架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WebSpec 

引言 

奧地利維也納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打造了一個用於分析瀏覽器安全的安全

框架：WebSpec。團隊利用 WebSpec 找出多個影響網頁瀏覽器的邏輯缺

陷，更發現一種利用 cookie 的新型態攻擊，以及網頁內容安全政策的內部矛

盾。 

摘要 

字

數： 

749 

來自奧地利維也納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打造了一個用於分析瀏覽器安全的安

全框架：WebSpec。團隊利用 WebSpec 找出多個影響網頁瀏覽器的邏輯缺

陷，更發現一種利用 cookie 的新型態攻擊，以及網頁內容安全政策（Content 

Security Policy，CSP）的內部矛盾。 

邏輯缺陷意指網頁平臺程式規格與網頁瀏覽器實際套用的程式規格不一致。雖

然邏輯缺陷不一定等於安全弱點，但仍很有可能成為安全弱點。 

維也納科大開發 WebSpec 的目標，是用自動化、可驗證的檢查規則取代手動

審查，進而加強網頁安全。在團隊發表的學術論文〈WebSpec：邁向瀏覽器安

全機制的機器檢查分析〉（WebSpec: Towards Machine-Checked Analysis 

of Browser Security Mechanisms）中，他們解釋，隨著網頁平臺新增越來越

多元件，瀏覽器也變得益發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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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發的網頁平臺元件必須經過規格測試，確認能否與既有 API 及不同瀏覽器

互通運作。過去，這些測試都是由技術專家手動執行。團隊指出，人工測試容

易忽略程式邏輯的缺陷，進而導致重大安全弱點。 

WebSpec 使用 Coq 定理證明程式工具，以標準規格檢查瀏覽器與程式規格定

義的行為。團隊也設定 10 個「網頁平臺在更新及平臺元件交互作用時，皆應

獨立不變動的性質」，又稱為不變值（invariant），以檢查網頁程式規格與瀏

覽器之間不一致之處。 

根據團隊研究，WebSpec 不只能執行更詳盡的自動化檢查，還發現了針對使

用_Host-前綴 cookie 的新型攻擊，以及內容安全政策中繼承規則與HTML 標

準規劃變動的不一致。 

有了 WebSpec 這個正規化瀏覽器行為檢測的工具，過去因瀏覽器程式碼不斷

擴充而疲於維護的技術人員，或將得以卸下部分重擔。 

相關連結： 

Thomas Claburn (2022). WebSpec, a formal framework for browser 

security analysis, reveals new cookie attack. The 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1/08/webspec_browser_security/ 

(Jan. 17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電腦螢幕上正編寫著程式碼 

	

#7 Meta 新建的資料中心，是否會影響荷蘭的氣候目標？ 

標題 Meta 新建的資料中心，是否會影響荷蘭的氣候目標？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Meta, 荷蘭氣候目標 

引言 

荷蘭小鎮 Zeewolde 在 2021 年 12 月通過 Facebook 資料中心建設計畫，儘

管 Meta 表示該中心將成為荷蘭最大的資料中心且提供工作機會，但環保人

士擔憂該中心所消耗之能源可能使荷蘭無法在 2030 年實現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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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555 

 

去年（2021）12 月，荷蘭小鎮 Zeewolde 通過 Facebook 資料中心建設計畫，

該中心占地 166公頃，將為Meta旗下的 Instagram、WhatsApp 及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平臺提供服務，預估每年將消耗 13 億 8 千萬度電。此外，該中心

將利用荷蘭 Flevoland 省的農業用地建造 5座資料大樓，成為國內最大的資料

中心。 

一位 Meta 發言人指出，Meta 將致力環保，未來目標是透過 100%再生能源

維持所有營運項目，若確定興建該中心，Meta 將與利害關係者合作，把新興

可再生能源引入電網。Meta 表示，中心將僅使用再生能源營運，但預估仍須

使用荷蘭目前風力發電量的 10%。此外，中心建設期間，Meta 將提供 1,000

個臨時性工作機會，當建成營運後，預期能為當地創造約 400 個長期工作機

會。 

Zeewolde 距離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約 50 公里，擁有 22,000 位居民，但根據

目前預估，資料中心將消耗的能源相當於擁有 460,000 人口的城市。因此，國

內環保團體已大力批評 Meta，並擔憂荷蘭可能無法在 2030 年實現減碳目標。

荷蘭環境評估署（Planbureauvoor de Leefomgeving，PBL）表示，荷蘭 2030

年排碳量將較 1990 年減少 38%至 48%，但此數字仍遠低於歐盟減碳 55%之

目標。 

相關連結： 

Nichola Daunton (2022). Could a new Facebook data centre throw the 

Netherland’s off its climate path? euronews.green. 

檢自： 



36 
	

https://www.euronews.com/green/2022/01/06/could-a-new-facebook-

data-centre-throw-the-netherland-s-off-its-climate-path (Jan. 17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傳統荷蘭風車運河 

	

#8 WEF 調查全球 28 個國家對 AI 的看法 

標題 WEF調查全球 28 個國家對 AI 的看法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I, WEF 

引言 

世界經濟論壇（WEF）委託 IPSOS 市場研究公司進行一項調查研究，該研究

探討 28 個國家的成年人對 AI 人工智慧的態度。約莫 60%受訪者認為，AI

產品及服務將在未來 3 至 5 年內大幅改變日常生活，且相信 AI 能讓生活變

得更輕鬆。 

摘要 

字

數： 

546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委託益普索（IPSOS）市場

研究公司進行一項調查研究，探討 28 個國家的成年人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態度，調查期間為 2021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3 日，

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 約莫 60%受訪者認為，AI 產品及服務將在未來 3 至 5 年內大幅改變日

常生活，相信 AI 能讓生活變得更輕鬆，並自認足夠了解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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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約莫 52%受訪者認為 AI 整體上利大於弊，且對 AI 企業展現相同於

其他產業的信任，並理解何種產品及服務運用 AI。 

• 受訪者預期，受 AI 影響最深的三大領域依序為教育、安全及就業。 

• 受訪者預期，因 AI 受益最豐的前三大生活領域依序為教育、娛樂及交

通。 

• 新興經濟體國家與高收入國家對 AI 的態度有明顯差異，來自新興經濟

體國家的受訪者自認更加了解 AI 並信任 AI 企業，且更樂觀看待 AI 產

品和服務之影響。 

WEF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負責人（Hea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Kay Firth-Butterfield 指出，為信任 AI，人們必須確切

理解何為 AI、其運作方式及相關影響。當政府領袖及企業運用 AI 時，須將「透

明且值得信賴的 AI」列為優先項目。 

相關連結： 

Joe Myers (2022). 5 charts that show wh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ink 

about AI. World Economic Forum. 

檢自：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1/artificial-intelligence-ai-

technology-trust-survey/ (Jan. 17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使用 3D 渲染機器人手拿放大鏡進行自動搜索 

	

#9 多數人並未意識到自己帳號被盜用的風險 

標題 多數人並未意識到自己帳號被盜用的風險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資料安全 

引言 

Chrome 瀏覽器可提醒使用者儲存在瀏覽器的密碼已經外洩，提升密碼可能

被盜用的意識，然而，根據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儘管有可用的工具提供

警示，相關的外洩事件依然層出不窮，顯示人們對於資料外洩造成的影響認

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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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627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可提醒使用者儲存在瀏覽器的密碼已經被外洩，來幫

助我們提升密碼可能被盜用的意識，並且修正問題。然而，根據美國密西根大

學的研究，儘管有可用的偵測工具提供警示，但相關的外洩事件依然層出不窮，

顯示人們對於資料外洩造成的影響認知有限。 

研究中招募了幾百位志願參與者，並向他們展示三件涉及他們個人帳號資訊的

外洩事件，令人擔憂的是，74%參與者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外洩事件包含他們的

私人資訊。研究分析也發現，多數人們會把資料外洩責任歸咎於自己，而不是

平臺業者，因為他們認為是自己在多個網站使用相同帳號，或是註冊了有安全

疑慮的網路服務所致。只有 14%參與者認為外洩原因與外部因素有關。此外，

多數參與者對於個資被盜用感覺並不緊張，他們比較擔心現實生活中的地址或

電話號碼被外洩。 

研究人員認為，參與者對於網路犯罪分子將如何使用洩露的個人資料缺乏認

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平臺業者無法保證任何違規行為都會通知客戶，即使

發出通知書信，研究人員發現業者經常使用大量專業術語，不僅不易理解，也

會掩蓋漏洞造成的風險。研究結果強調，平臺業者應當明確告知使用者他們的

資料已被洩露，這對他們將造成什麼影響，以及應該如何回應。 

研究人員也敦促使用者註冊身分監控服務，如果資料外洩事件發生，應盡可能

去閱覽任何接收到的通知，以了解整體的影響與任何可以採取的行動；如果是

身分遭到盜用，第一步建議更新遭到外洩帳號的密碼，包含其他使用相同密碼

的網站服務，並為每個帳號創建專屬的密碼。 

相關連結： 

Adi Gaskell (2022). Most of us have no idea our accounts are 

compromised. cyber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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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自： 

https://cybernews.com/security/most-of-us-have-no-idea-our-

accounts-are-compromised/ (Jan. 17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犯罪分子和小偷侵入電腦並竊取資料和金錢。 

	

#10 SASE 可助於企業有效管理安全戰略 

標題 SASE 可助於企業有效管理安全戰略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SASE 

引言 

COVID-19 疫情的大流行促進了混合式辦工的普及，因此而不斷增加的遠端

網路連接點，也為企業帶來管理上的挑戰，採用安全存取服務邊緣（SASE）

架構，將可幫助企業更有效管理安全戰略。 

摘要 

字

數： 

743 

COVID-19 疫情的大流行促進了混合式辦工（hybrid work）的普及，因此而

不斷增加的遠端網路連接點，也為企業帶來管理上的挑戰。採用安全存取服務

邊緣（Security Access Service Edge，SASE）架構，將可幫助企業更有效管

理安全戰略，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的預測，到 2024 年，至少將

有 40%的企業制定採用 SASE。 

藉由 SASE 架構，網路管理層可透過單一且安全的雲端連接點（point of 

connection，POC）進行集中管理；將資料中心環境及應用程式移轉到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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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 SASE 架構自動化、現代化、安全的存取資料。無論使用者要求存取的資

料類型為何，都必須透過安全網頁閘道（Secure Web gateway，SWGs）、雲

端存取安全代理（Cloud Access Security Broker，CASB）、防火牆，以及零

信任的網路流程，如此一來，可同時降低網路管理的人力成本及安全風險。 

由於 SASE 是從雲端運作，可減少傳統硬體相關的成本，資訊人員亦可同時在

遠端進行網路維護。此外，SASE 的直覺式架構使其能夠識別及分類來自網路

外部的潛在威脅流量，在 SASE 架構的覆蓋下，員工可以從安全服務中體驗到

更好的網路性能，使他們在企業網路之外也能受到保護。 

混合式辦工期間，網管人員亦可透過 SASE 遠端即時維護網路，協助員工排除

故障及修復程序。藉由 SASE 部署風險評估，可簡化網路的維運，網管人員可

以將精力集中在維護整體網路性能，而不是去追究無數的單一端點。 

SASE 對於實施混合或遠距工作的組織來說，已成為簡化及加強網路安全的關

鍵，未來將有更多組織會發現，將應用程式存取及威脅檢查工作移轉到雲端傳

遞架構，不僅可降低風險，也能提高工作效率。 

相關連結： 

Samantha Madrid (2021). Out with the old: adopting a SASE-first 

mentality. SC 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perspective/cloud-security/out-with-the-

old-adopting-a-sase-first-mentality (Jan. 17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現代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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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週期：2022/1/17-1/22 

#11 元宇宙將如何影響人們的隱私？ 

標題 元宇宙將如何影響人們的隱私？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元宇宙 

引言 

「元宇宙」（Metaverse）一詞已成為全球科技議題討論的熱門單字。在元

宇宙中，人類的所有社交行為及交易，都在虛實混合的情境中進行。元宇宙

無窮的科技潛力令很多人熱血沸騰，但不少人也對此感到憂慮，隱私便是其

中之一。 

摘要 

字

數： 

795 

自祖克柏公告 Facebook 改名升級為 Meta 後，「元宇宙」（Metaverse）一

詞已成為全球科技議題討論的熱門單字。元宇宙的觀念源自於尼爾．史蒂芬森

（Neal Stephenson）1992 年的科幻小說《潰雪》（Snow Crash），簡單來

說，在元宇宙中，線上與離線世界完全融合無法分割，人類的所有社交行為及

交易，都在虛實混合的情境中進行。 

元宇宙無窮的科技潛力令很多人熱血沸騰，但不少人也對此發展的相應代價感

到憂慮，隱私便是其中之一。 

隨著線上與實體世界結合交纏，從來自四面八方的廣告追蹤及資料搜集，到離

線也無法擺脫的侵入式廣告，可以想見元宇宙中，使用者將更難保護自己的隱

私。 

安全資料復原服務（Secure Data Recovery Services）的鑑識主任 Allan 

Buxton 說明，目前為止，若一個人完全不使用任何需要驗證真實身分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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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連線時也從不進行需要綁定住址或信用卡的交易，其數位生活與線下生

活某種程度仍可以分割，即使廣告商多麼了解你的網路行為或瀏覽習慣，也無

法掌握你的真實身分。 

然而，若一個人的工作、娛樂、銀行帳戶、繳稅或其他政府文件作業都必須在

元宇宙進行，則線上與實體的身分將難以分割，隱私也將因此不保。 

Buxton 認為，任何將主導打造元宇宙的公司，都會擔保個人與企業用戶被蒐

集的資料仍只屬於對方，但這種保證想必跟用戶簽訂的使用條款內容大相徑

庭。他指出，必須有人付出代價，才會有人獲益，而這樣的循環才能推動元宇

宙的發展。 

科技媒體 MediaPeanut 的資安長 Camila Serrano 認為，保全元宇宙中的隱

私需要創新。無論在個人資料或隱私保護的技術上都需進化，才能保護個人在

虛擬世界的身分及資產。 

Buxton 則持較悲觀的觀點，他對從法律規範保護元宇宙隱私的做法尤其缺乏

信心。他指出，目前最強力約束科技巨頭的歐盟，即使祭出巨額罰鍰，也並未

阻止科技巨頭的行動。 

相關連結： 

Edvardas Mikalauskas (2022). Privacy in the metaverse: dead on arrival? 

cybernews. 

檢自： 

https://cybernews.com/privacy/privacy-in-the-metaverse-dead-on-

arrival/ (Ja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戴上 VR 眼鏡後顯示安全訊息 

	

#12 智慧城市面臨的網路威脅 

標題 智慧城市面臨的網路威脅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智慧城市, 網路威脅 

引言 

《經濟學人》的《2021 安全城市指數報告》指出，隨著城市變得日益數位

化，智慧城市安全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加，越來越多的工作及商務轉移到網路

上，數位安全成為必須優先考量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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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561 

智慧城市的概念已推出超過十年，但大眾似乎並未了解智慧城市所面臨的網

路安全威脅。《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2021 安全城市指數報

告》（Safe Cities Index 2021）指出，隨著城市變得日益數位化，智慧城市

安全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加。越來越多的工作及商務轉移到網路上，數位安全

成為必須優先考量的議題，負責基礎設施安全的人員須適應數位化帶來的變

化，且隨著 COVID-19 疫情導致的封城，網路犯罪也隨之增加，相關機構必

須嚴陣以待。 

報告點出，目前網路安全責任分散於各個部門，這很可能與整體安全戰略脫

鉤，且不利於當局應對網路安全事件。當網路攻擊發生時，幾乎沒有決策者

有權力關閉整個系統，這是智慧城市的網路安全核心問題。 

此外，疫情期間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也日益增加，但相關統計資料顯示，

在所有美國城市中，僅有一半在智慧城市基礎設施中投入網路安全預算，且

即便已投入預算的城市，也很可能不足以提供強大保護、或使設施能有效從

攻擊中復原，當智慧城市網路中的數位設備不斷增加，駭客可以利用的潛在

攻擊目標數量也越來越多。 

確保有效且協調一致的應變通常極為困難，因為當網路攻擊涉及的機構數量

不同，相對應的策略、能力及部署的技術種類也隨之不同，在官方對於網路

安全尚未投入高度重視之前，可預期在這個領域將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漏洞。 

相關連結： 

Adi Gaskell (2022). Smart cities are under cyber threat. cybernews.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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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ybernews.com/security/smart-cities-are-under-cyber-threat/ 

(Ja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駭客帶有圖示、統計資料侵入智慧城市 

	

#13 2021 年企業網路遭駭次數較前一年度激增 50% 

標題 2021 年企業網路遭駭次數較前一年度激增 50%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網路攻擊 

引言 

根據以色列軟體技術公司 Check Point 所做的一項研究，2021 年是有史以來

網路攻擊次數最多的一年，每週針對企業的網路攻擊較 2020 年激增 50%，

且在第四季度，單一組織每週平均遭受 925起網路攻擊，創下歷史新高。 

摘要 

字

數： 

593 

根據以色列軟體技術公司 Check Point 情報部門所做的一項研究，去

（2021）年是有史以來網路攻擊次數最多的一年。Check Point 資料研究經

理 Omer Dembinsky 解釋研究結果，在 2021 年，每週針對企業的網路攻擊

較 2020 年激增 50%，且在第四季度，單一組織每週平均遭受 925起網路攻

擊，創下歷史新高，主因是駭客積極利用 Log4j 漏洞。 

Dembinsky 進一步分析，透過新興駭侵技術及規避查緝的方法，駭客更容易

得手，且更令人擔憂的是，關鍵產業最易遭受攻擊，其中教育、政府部門及

醫療照護產業位列全球前五大最易遭駭產業。根據研究資料，教育及研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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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遭受攻擊的次數居冠，單一組織每週平均遭受 1,605起網路攻擊，且與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75%。此外，政府部門、國防、軍事及通訊產業也面臨嚴

峻挑戰，單一組織每週平均遭受 1,100 起網路攻擊。 

從全球五大洲來看，非洲組織每週平均遭受 1,582 起網路攻擊居冠，其他依

序為：亞太 1,353 起、拉丁美洲 1,118 起、歐洲 670 起、北美 503 起。 

Dembinsky 預測，隨著駭客將持續創新並尋找新興網路攻擊方法，特別是勒

索軟體，今年企業遭遇網路攻擊的數量將超越去年。Dembinsky 亦強烈提醒

公眾，特別是身在教育、政府及醫療照護產業者，應學習相關的自我保護基

礎知識，簡單的措施如：修補程式、分割網路，以及教育員工，都有助於提

升網路安全。 

相關連結： 

Jonathan Greig (2022). Cybersecurity: Last year was a record year for 

attacks, and Log4j made it worse.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report-increased-log4j-exploit-

attempts-leads-to-all-time-peak-in-weekly-cyberattacks-per-org/ (Ja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交錯的箭頭延伸向上成長 

	

#14 法國總統主張應將散播假新聞的人繩之以法 

標題 法國總統主張應將散播假新聞的人繩之以法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假新聞 

引言 

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 在 2022 年 1 月 11 日發表的新年願景演說中

表示，在網路上散播不實訊息與假新聞的人應該被訴諸法律，尤其今年 4 月

法國將舉行總統大選，此議題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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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505 

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 在今（2022）年 1 月 11 日發表的新年願景演

說中表示，在網路上散播不實訊息與假新聞的人應該被訴諸法律，尤其今年 4

月法國將舉行總統大選，此議題更顯重要。 

Macron 建議新的法律應該規範網路平臺業者及網路上公眾人物的可問責性，

包括在法國傳播新聞消息的外國媒體。法國也於去年創立打擊外國不實訊息與

假新聞的當責機構。不過 Macron 警示，目前西方民主國家尚未強大到能抵禦

那些被外國專制政權資助，且不遵守問責程序及新聞倫理的宣傳行為者，因為

在 2017 年的法國總統大選前兩日，就發生駭客攻擊與大量資料外洩打擊

Macron 的競選活動事件，牽涉的團體被認為與俄羅斯有關。 

演說當日，法國政府亦發布一份假消息潛在後果的研究報告，報告中提出一系

列建議，包括：教育兒童質疑他們在社群媒體上看到的內容、抵禦外國勢力對

選舉的干預，以及制裁利用假新聞影響公共秩序的行為。不過報告研究人員也

提及，任何舉動都應與言論自由相互平衡，此項研究之目的並非為了消除任何

與新聞有關的問題，而是要限制危害民主的內容傳播、阻止及制裁非法惡意行

為，因為即使是少量的誤導消息，也可能導致去年美國國會暴動事件一般的嚴

重後果。 

相關連結： 

Euronews with AP (2022). Macron: People spreading fake news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brought to justice'. euronews.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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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uronews.com/2022/01/11/macron-people-spreading-

fake-news-should-be-held-accountable-brought-to-justice (Ja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有法國國旗的木製司法槌。 

	

#15 auDA 發布《2021 年澳洲人的數位生活》報告 

標題 auDA 發布《2021 年澳洲人的數位生活》報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uDA 

引言 

auDA 委託研究單位針對 1 千 5百多位消費者及 400 家小型企業的網路使用

體驗進行調查，結果顯示，90%的消費者表示網路對他們的生活具有正面影

響，多數小型企業則表示網路是他們創造收入以及與客戶建立聯繫的重要工

具。 

摘要 

 

字

數： 

570 

.au 的註冊管理機構 auDA 委託研究單位，針對 1 千 5百多位消費者及 400 家

小型企業的網路使用體驗進行調查，結果顯示，90%的消費者表示網路對他們

的生活具有正面影響，多數小型企業則表示網路是他們創造收入以及與客戶建

立聯繫的重要工具，調查當中也同時發現，網路安全是受訪者最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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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者方面，其他的重要發現包括： 

• 58%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網路，他們將無法完成工作。 

• 只有 46%受訪者在網路上感到有自信。 

• 受訪者對於網路安全的顧慮包括：個人資料安全（84%）、網路活動的

隱私（81%）、網路詐騙（75%）。 

• 害怕遇到詐騙或駭客入侵，是阻止消費者更頻繁使用網路的主要原因

（30%）。 

• 受訪者無法列舉出具權威性或官方的網路安全資訊或支援來源，相較於

此，他們仰賴朋友與家人（49%）或透過搜尋引擎（37%）獲取資訊。 

在小型企業方面，其他的重要發現包括： 

• 只有不到 22%企業表示他們因為擔心被詐騙或駭客入侵，不會更頻繁的

使用網路。 

• 儘管對於網路安全心存擔憂，但企業並未大量投入相關資源，只有 27%

企業建立網路安全實務（practices）或政策，31%企業提供員工網路安

全訓練。 

• 獨資經營者（sole trader）表示，他們每年投入網路安全的花費約為 200

美元，低於微型企業（micro businesses）的 500 美元，以及小型企業

的 3,500 美元。 

相關連結： 

auDA (2022). Digital Lives of Australians: The Internet is invaluable but 

cyber security fears are keeping Australians offline. auDA . 

檢自： 

https://www.auda.org.au/statement/digital-lives-australians-internet-

invaluable-cyber-security-fears-are-keeping (Ja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筆記型電腦上的澳洲國旗 

	
  



49 
	

4. 週期：2022/1/24-1/28 

#16 ICANN IDN 進度報告 

標題 ICANN IDN 進度報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ICANN, IDN 

引言 

國際化域名（IDN）的安全及穩定運用，對推動多語言的網際網路與數位包容

至關重要，為了定期追蹤進行中的 IDN相關工作，ICANN自 2022 年開始，

將每年發布年度 IDN進度報告。 

摘要 

 

字

數： 

1,089 

國際化域名（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IDN）的安全及穩定運用，

對推動多語言的網際網路與數位包容至關重要，為了定期追蹤進行中的 IDN相

關工作，ICANN自 2022（今）年開始，將每年發布年度 IDN進度報告。今年

的創刊號涵蓋三大主要工作範疇：建立 IDN 技術知識基礎、支援 IDN 政策發

展及實施，以及 ICANN ORG 的 IDN實施與運作。 

• 建立 IDN技術知識基礎 

為了確保 IDN使用的安全與穩定，所有可用 IDN 的語言文字都必須有

相應的根區標籤生成規則（Root Zone Label Generation Rules，RZ-

LGR），目前的 RZ-LGR 第 4 版共涵蓋 18 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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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流程中獲得的知識，也讓 ICANN得以與語言社群協作發展第二層

標籤生成規則參考表。IDN 指南工作小組在 2018 年發布的 IDN實施

指南（IDN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目前也正在審核中。 

• 支援 IDN 政策發展及實施 

國碼域名支援組織（Country Code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ccNSO）與通用域名支援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GNSO）各自皆正在進行 IDN相關的政

策發展工作。根據董事會的要求，兩個支援組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

都必須考量管理 IDN異體字頂級域名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ing IDN Variant Top-Level Domains）及 RZ-LGR 技術運用

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echnical Utilization），確保最

終政策建議與其一致。 

另一方面，現正進行中的新通用頂級域名未來申請政策（New gTLD 

Subsequent Procedures，SubPro）實施評估流程（Operational 

Design Phase，ODP）也包含 IDN元素。 

• ICANN ORG 的 IDN實施與運作 

ICANN持續與 gTLD 註冊管理機構營運方合作，確保合約中核可的

IDN 字表涵蓋於網路號碼指配權威（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ANA）資料庫中。ICANN ORG 也改善 IDN 字表審核流

程，並推出 IDN 字表審核工具，進一步完善審核的一致性及透明度。 

在 ccTLD 方面，ICANN ORG 也持續透過「快速流程」（Fast Track 

Process）處理 ccTLD 的 IDN相關請求，並為新的 IDN ccTLD 申請人

提供資訊及支援。 

相關連結： 

Pitinan Kooarmornpatana (2022). Supporting a Multilingual Internet 

through IDNs: ICANN IDN Progress Report. ICANN Blogs.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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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supporting-a-multilingual-

internet-through-idns-icann-idn-progress-report-14-1-2022-en (Jan. 

2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使用不同語言的歡迎製作成全球地圖。 

	

#17 美國擬制定《服務條款標籤、設計及可讀性法案》 

標題 美國擬制定《服務條款標籤、設計及可讀性法案》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TLDR 

引言 

美國國會議員提出《服務條款標籤、設計及可讀性法案》（Terms-of-service 

Labeling, Design and Readability，TLDR），要求企業應將網站上的服務條款

摘要，以易於讀者理解。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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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員 Lori Trahan、參議員 Bill Cassidy 及 Ben Ray Luján 共同提出 《服

務條款標籤、設計及可讀性法案》（Terms-of-service Labeling, Design and 

Readability，TLDR），要求企業為消費者提供服務條款摘要。 

若法案順利通過，企業須將摘要置於服務條款首頁，其中應說明的項目包

括：蒐集資料種類及其對於提供服務的必要性；能否及如何移除資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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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要求，例如：爭議仲裁的運用、更新日誌，以及過去三年的資料外洩

清單。摘要應易於讀者理解、符合機器可讀（machine readable）原則，其中

可包含表格、圖形標誌、超連結或其他由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確認之形式，此外，完整版服務條款檔案須以「可交互

資料格式」（如：XML）提供。惟企業若符合《小型企業法案》（Small 

Business Act）第 3 條之定義，則不受此項法案規範。 

提案人 Lori Trahan 是眾議院消費者保護暨商務委員會（House Subcommittee 

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merce）委員，她發布聲明表達對法案的支

持。聲明指出，冗長的企業服務條款迫使消費者只能在全盤接受企業條件或

拒絕服務兩者間選擇，未見企業與消費者溝通及提供替代方案，消費者失去

真正的選擇權。此外，由於瞭解用戶欲快速購買產品或使用服務而略過冗長

法律文件的慣性，許多企業因此設計非必要、冗長繁複的服務條款，部分不

良企業甚至利用條款擴大控制用戶個資，同時規避責任。 

相關連結： 

Thomas Claburn (2022). Lawmakers propose TLDR Act because no one reads 

Terms of Service agreements. The 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1/14/tldr_act_terms/ (Jan. 2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使用條款條件規則政策監管概念。 

	

#18 世界經濟論壇 2022 年度全球風險報告：數位依賴與網路脆弱性 

標題 世界經濟論壇 2022 年度全球風險報告：數位依賴與網路脆弱性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WEF, 全球風險報告, 網路風險 

引言 
世界經濟論壇 2022 年度全球風險報告指出，隨著人們對數位科技的依賴日

深，加上網路犯罪愈發猖獗，未來全球網路風險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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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於 2022 年 1 月 11 日發布

年度全球風險報告，其中探討氣候、數位依賴與網路脆弱性、移民，以及太

空發展等議題。報告第三章「數位依賴與網路脆弱性」所提出的四大研究成

果分別為： 

• 2020 年全球勒索軟體案件數成長 435%。 

• 全球尚缺乏 300 萬名專業網路人才。 

• 預估全球數位商務總產值至 2024 年將成長 8,000 億美元。 

• 95%網路安全事件可歸因於人為失誤。 

網路犯罪的威脅日益嚴重，通常會給組織帶來數千萬甚至數億美元的損失，

除了經濟方面之外，關鍵基礎設施、社會凝聚力，以及精神健康等層面也都

受到威脅。報告共同作者威達信集團（Marsh McLennan）的風險管理負責

人 Carolina Klint 表示，目前全球網路威脅增長速度高於人們的預防及管理能

力，隨著網路罪犯透過更加犀利的策略鎖定更為脆弱的目標，網路攻擊將更

顯嚴重與廣泛，未來惡意及勒索軟體攻擊將持續氾濫，加密貨幣的流行也有

利於罪犯藏匿贓款。 

社會對數位系統的依賴、遠端工作、勒索軟體、網路安全人才短缺、人為失

誤，以及供應鏈攻擊，都已成為網路安全風險。此外，為因應 COVID-19 疫

情肆虐，企業面臨數位化與自動化的轉型壓力，但技術升級往往建立在既有

的老化技術之上，導致在升級過程中大量網路安全中斷，並使系統過度暴露

於網路威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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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2).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2 17th 

Edition. 

檢自：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Global_Risks_Report_2022.p

df (Jan. 22, 2022) 

NPR (2022). Cyber risks add to climate threat, World Economic Forum 

warns. 

檢自： 

https://www.npr.org/2022/01/11/1072029936/cyber-risks-add-to-

climate-threat-world-economic-forum-warns (Jan. 24, 2022) 

CyberTalk.org (2022). 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s on ever-

expanding threat landscape. 

檢自： 

https://www.cybertalk.org/2022/01/11/world-economic-forum-reports-

on-ever-expanding-threat-landscape/ (Jan. 2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網路安全和資料保護概念。 

	

#19 達沃斯年會活動亮點：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技術合作 

標題 達沃斯年會活動亮點：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技術合作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WEF, The Davos Agenda 

引言 

2022 年 1 月的世界經濟論壇（WEF）達沃斯年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

技術合作」場次裡，探討了在如今越來越依賴科技與數位平臺，加上新冠肺

炎助長的情況下，科技利害關係人如何強化合作，處理相關的全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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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在每年一月底皆會於瑞士達

沃斯（Davos）舉行論壇年會，2022 年的論壇在主題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

技術合作」場次裡，探討了在如今越來越依賴科技與數位平臺，加上新冠肺炎

助長的情況下，科技利害關係人如何強化合作，處理相關的全球議題，重點摘

要如下。 

• 網路連接性也是人權的一部分：現今仍有 36 億人無法上網，我們應該

利用現代基礎建設的流動性（mobility）、寬頻及雲端服務，讓每個人

都能使用網路並且負擔得起科技數位服務。 

• 數位基礎建設的資金是優先事項：在數位生態中的關鍵業者與政府需要

一起合作，以增加網路普及與可負擔性。許多人雖然在網路可及範圍，

但負擔不起使用費用，希望邊緣世界的國家也可以擁有高品質且低費率

的網路服務。 

• 培育創新的政策與監管環境：技術合作對政府在處理後疫情時代恢復上

的共同挑戰是很重要的，應加深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夥伴關係與承諾，以

促進數位轉型。 

• 數位包容為永續商業策略之一：技術的可及性、可負擔性與應用性並非

仰賴單一企業或政府就可實現，而是需要跨部門的努力。監管機構及政

府需要與數位業者合作，發展一個通用的連接方法，此外，透明度也是

在數位生態中建立信任的關鍵。 

總結會議中的討論強調了敏捷治理與監管框架的必要性，也呼籲要建立適當的

財務架構，以確保能夠為地球上的一個人提供服務，同時建立多方利害關係人

參與架構，讓永續責任概念融入商業模式。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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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Economic Forum (2022).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檢自：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

2022/?stream=day-1-davos-agenda-22&stream-item=technology-

cooperation-in-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stream-header (Jan. 

2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帶著燈泡微笑的木頭人與其他帶問號的人，用於創造性思維與解

決問題的概念 

	

#20 CENTR 2021 年第 3 季全球 TLD 報告 

標題 CENTR 2021 年第 3 季全球 TLD 報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CENTR, TLD 

引言 

CENTR 於 2022 年 1 月中旬發布去年第 3 季的全球 TLD 調查報告，自 2020

年初以來，全球域名市場的活動程度及成長率為開放 new gTLD 之後的最高

值，然而，根據歐洲市場資料，CENTR 預估 TLD 的全球市場成長率可能不會

再進一步攀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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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頂級域名註冊管理機構（CENTR）於 2022（今）年 1 月中旬發布去

年第 3 季的全球 TLD 調查報告。自 2020 年初以來，全球域名市場的活動程度

及成長率為開放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後的最高值。在截至去年 7 月

的一年之內，全球前 300 大 TLD（Global300）的成長率中位數為 6.5%。然

而，如同歐洲市場資料所顯示的，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歐洲 ccTLD 的新

域名註冊需求已達到史上最高，並自去年下半年開始逐漸恢復到疫情前的水

準，因此，CENTR 預估 TLD 的全球市場成長率可能不會再進一步攀升了。 

截至去年 7 月的一年之內，亞太地區（APTLD20）ccTLD 的成長率為 4.7%，

歐洲 ccTLD 為 3.6%，前 300 大 gTLD（gTLD300）則是 9.2%。地理

（geographic，包含城市及地區）gTLD 的成長率在去年上半年持平，截至去

年７月的一年之內，前 30 大地理 gTLD（Geo30）成長率中位數為 0.3%。 

gTLD 仍然呈現高度集中的狀態，前 10 名共占據 92%的市場，並且沒有變化

的跡象。New gTLD 對於 gTLD 的整體市場占比也未有任何顯著的影響，gTLD 

的多樣性已在下降，且更加集中在最大的 gTLD——.com。在過去 3 年

中，.com 在所有 gTLD 中的占比從 2018 年初的 70%上升到去年 7 月的 74%。 

根據 CENTR 對於前 100 大 gTLD 的分析，去年 12 月的統計數據顯示，45%

的 gTLD 存在錯誤且無法解決，例如：連線、DNS 及 HTTP錯誤；另有 32%

的 gTLD 被寄放（parked）、棄用（abandoned）或顯示空白頁；剩下大約

24%的網站為正常運作或開發。在這些網站當中，60%有 MX 紀錄（MX 

Record，郵件交換紀錄），65%有 SSL 憑證，31%為重新導向的結果。 

相關連結： 

CENTR (2022). GLOBAL TLD REPORT Edition Q3 2021. CENTRstats Public.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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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entr.org/news/news/globaltld-2021Q3.html 

https://stats.centr.org/stats/global (Jan. 2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網域名稱 

	
 	



59 
	

5. 週期：2022/1/31-2/4 

#21 Google 呼籲美國與歐盟之間建立新資料傳輸框架 

標題 Google 呼籲美國與歐盟之間建立新資料傳輸框架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Google, GDPR 

引言 

Google 的全球事務總監暨法務長 Kent Walker 在 2022 年 1 月發表部落格文

章，呼籲歐盟與美國之間盡速協商，成立新的資料傳輸框架，因為現況對跨

大西洋的資料傳輸越來越不利。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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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的全球事務總監暨法務長 Kent Walker 在今（2022）年 1 月發表部落

格文章，呼籲歐盟與美國之間盡速協商，成立新的資料傳輸框架，因為現況對

跨大西洋的資料傳輸越來越不利。 

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2018 年

起正式實施，法規目的是保護公民隱私，一方面，當事人在交出資料後，有權

了解自身資料如何被處理；另一方面，組織企業在處理個人資料時，也應加倍

小心謹慎。 

根據 GDPR 規定，組織企業必須確保個人資料的蒐集行為合法，且過程嚴謹合

規。不僅如此，蒐集管理資料的一方更需保護資料免於濫用、捍衛資料擁有者

的權利，否則便須面臨罰鍰。 

美國科技公司和 GDPR 之間，始終問題連連。奧地利資料保護當局（DSB）今

年 1 月 13 日宣布，由於 Google 分析服務並未提供適當的使用者資料保護措

施，奧地利當地網站使用Google 分析服務將違反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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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 Google 第一次因違反 GDPR 而挨罰。法國資料保護當局（CNIL）2019

年就曾因Google 以廣告用途處理使用者資料時，未能符合透明度原則，而對

Google 課以罰金。 

Google 的立場很明確：他們希望美國與歐盟之間，就跨國資料傳輸法規提供

更多確切可遵循的資訊。誠如 Walker 部落格中所言：「在這個全球經濟動盪

的時刻，一個容許企業於歐洲境內穩定提供珍貴服務的耐用框架，將幫所有人

一個大忙。」他更警告，若國際資料傳輸因為缺乏適用框架而中斷，則將「彰

顯整個歐美企業生態系統的國際資料傳輸，多麼缺乏法律穩定性」。 

相關連結： 

Allison Murray (2022). Google calls for a secure 'data transfer framework' 

between the US and EU.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google-urges-for-new-data-rules-

between-the-us-and-eu/ (Ja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帶有粒子與數位資料網路連接的網路空間 

	

#22 為防範假新聞，巴西最高選舉法庭考慮禁用 Telegram 

標題 為防範假新聞，巴西最高選舉法庭考慮禁用 Telegram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Telegram, 巴西, 假新聞 

引言 
巴西將於 2022 年 10 月舉行總統大選，因此最高選舉法庭正考慮禁用

Telegram，以防範與選舉相關的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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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將於今（2022）年 10 月舉行總統大選，因此最高選舉法庭（Supreme 

Electoral Court，TSE）正考慮禁用 Telegram，以防範與選舉相關的假新聞。 

去年 12 月，TSE 院長 Luis Roberto Barroso 曾致信 Telegram 執行長 Pavel 

Durov，要求開會討論解決錯誤資訊散播的問題，但未獲具體回應。據巴西媒

體報導，最新發展是 Barroso 曾多次嘗試聯絡 Telegram 代表，也都無疾而終。 

Barroso 於採訪中表示，若 Telegram 未能與巴西當局合作，國會應對其下達

禁令。TSE 透過聲明強調，「任何與 2022 大選有關的行為者，都不能在缺乏

法律代表、未確實遵守國家法律及法律裁決的情況下，於巴西營運」。TSE 已

與大多數科技平臺合作，以確保「自由、乾淨且安全」的選舉，不希望有任何

例外情況。 

Telegram 為巴西現任總統 Jair Bolsonaro 及其支持者進行大眾傳播的首選平

臺，早在 2018 年選舉時，就有報導指出支持候選人 Bolsonaro 的公司透過

WhatsApp 平臺利用國際號碼發送數億條尖酸刻薄的訊息誹謗及攻擊其競爭

對手。為遏止假新聞散播，WhatsApp 於 2019 年規範，對全球範圍內用戶至

多僅能轉發五次相同訊息，所以 Bolsonaro 也因此轉向其他平臺進行大眾傳

播，包括 Telegram。 

相關連結： 

Angelica Mari (2022). Brazilian Electoral Court considers Telegram ban to 

fend off fake news. ZDNet.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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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dnet.com/article/brazilian-electoral-court-considers-

telegram-ban-to-fend-off-fake-news/ (Ja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阻止虛假新聞和錯誤訊息在網際網路上傳播。 

	

#23 英國皇家學會發布「網路資訊環境報告」 

標題 英國皇家學會發布「網路資訊環境報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網路資訊環境報告 

引言 

英國皇家學會發布了「網路資訊環境報告」，其中概述網路如何改變社會處

理看待科學資訊的方式，以及如何影響人們的決策行為，報告點出創造健康

線上資訊環境所面臨的關鍵挑戰，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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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發布「網路資訊環境報告」（The onlin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其中概述網路如何改變社會處理看待科學資訊

的方式，以及如何影響人們的決策行為，報告點出創造健康線上資訊環境所面

臨的關鍵挑戰，並為政策制定者、學術單位及網路平臺提出一系列建議。 

由於新聞、搜尋引擎及社群媒體平臺在形塑資訊取得與公共辯論參與的層面

上日益重要，人們對網路環境的關注也與日俱增。包括精準投放（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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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ing）、同溫層（filter bubble）或精細複雜的合成文本、影片及圖片

等技術、現象或產品都在形塑當代網路資訊環境。 

新興技術具有巨大潛力，且已被部署於娛樂、教育等各種環境中，與此同

時，人們越來越擔心新興技術可能導致的線上危害及信任侵蝕。雖然錯誤資

訊並非新議題，且不確定性及爭論原本就是科學的一部分，但網路卻急速擴

大劣質資訊散播的速度及規模。 

報告強調了氣候變遷及疫苗安全性等科學議題相關的錯誤資訊如何傷害個人

與社會，但審查或移除不精準、具誤導性及錯誤的內容卻非靈丹妙藥，甚至

可能破壞科學進程與公眾信任。 

報告主持人、劍橋大學統計實驗室系統數學教授 Frank Kelly 表示，科學與錯

誤僅有一線之隔，且總是存在不確定性，它的自我修正往往不被信賴，但刺

激及檢驗公認智慧是科學與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歷程，當我們嘗試限制科學

錯誤資訊對社會的危害時，必須謹記此點。壓制共識之外的主張貌似可取，

卻很可能阻礙科學進程，並迫使真正的惡意內容隱匿於世。 

相關連結： 

The Royal Society (2022). The onlin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Royal 

Society. 

檢自： 

https://royalsociety.org/topics-policy/projects/online-information-

environment/ (Ja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連接到數位地球的技術設備和圖標。 

	

#24 歐盟 2021 年的 GDPR 罰款金額高達 10 億歐元 

標題 歐盟 2021 年的 GDPR 罰款金額高達 10 億歐元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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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歐盟針對違反 GDPR 的行為，在 2021 年開出逾 400 張罰單，罰款總金額超

過 10 億歐元，這代表有些企業在制定政策與利用個人資料仍然不夠嚴謹，也

代表此規範對企業而言越來越重要。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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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統一協調歐洲國家的資料隱私規定及保護使用者的電子資料安全性，歐盟

在 2018 年推出了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自此，西方科技巨頭企業必須跟上歐盟的規範框架腳步，此規範也

成為全球建立資料保護規則的模型。 

GDPR 產生的巨大影響，除了使數位世界更加安全，亦對許多企業的原則及商

業模式灌輸一個基本理念：確保人們資料不被濫用的重要性，透過適當且符合

比例原則的方式，為人們提供有用的服務。 

GDPR 罰款的數量及金額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增加，在法規生效的第一年，僅徵

收 43 萬 6 千歐元的罰款，到第二年已增加為 7 千 2 百萬歐元，2021 年則是

開出逾 400 張罰單，總金額超過 10 億歐元，這代表有些企業在制定政策與利

用個人資料仍然不夠嚴謹，也代表此規範對企業而言越來越重要。 

罰款金額增加的現象，部分可歸因於被罰款的公司類型，例如：Amazon 在

2021 年 7 月被罰款 7.46 億歐元、WhatsApp 則在同年 9 月被罰款 2.25 億歐

元，兩者皆因為擁有龐大的使用者，罰款金額也相對高昂。歐盟重罰的舉動也

向企業釋放出明顯的訊息：請確實遵守資料處理規範，並重視保護人們的隱私

資訊，否則將會遭到鉅額的罰款處分。 

GDPR 實施後的所有罰款當中，以西班牙的企業為最大宗，共計 351 案，罰款

近 3 千 7 百萬歐元；義大利排名第二，共計 101 案，罰款近 9 千萬歐元。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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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Stokel-Walker (2022). GDPR fines topped €1 billion last year. 

cybernews. 

檢自： 

https://cybernews.com/privacy/gdpr-fines-topped-1-billion-eur-last-

year/ (Ja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在精美的全新歐元紙幣上，躺著一把堅固的法官木槌。 

	

#25 2021 年域名報導回顧 

標題 2021 年域名報導回顧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domain name 

引言 

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響，線上會議、居家工作及旅行禁令可說是 2021

年的常態，在這樣的一年當中，仍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域名報導，GoDaddy 行

銷長 Elisa Cooper 特別於 CircleID 網站撰文，帶領讀者回顧 2021 年的十大

域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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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響，線上會議、居家工作及旅行禁令可說是去（2021）

年的常態，在這樣的一年當中，仍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域名報導，GoDaddy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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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長 Elisa Cooper 特別於 CircleID 網站撰文帶領讀者回顧，以下摘要文中所

列的前 5 大議題。 

1.ICANN EPDP 以不確定的未來結束 

經過 3 年的「加速」政策制定工作，該小組第一階段制定的政策仍然停留在實

施階段，而提供存取非公開註冊資料的系統開發也尚未被批准。ICANN估計可

能需要花上 4 年的時間來建置系統，且每年的成本可能高達 1.07 億美元，然

而，雪上加霜的是，該系統的使用者仍持續反對政策制定的結果。 

2.TLD 市場大風吹 

Donuts 於 2020 年底收購 Afilias 之後，許多頂級域名（top-level domain，

TLD）在去年易手。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由 MMX 維運的 19 個 TLD，在去年

7 月移轉到GoDaddy；去年 12 月，.TV 也宣布將從Verisign移轉到GoDaddy。

此外，Uniregistry 亦有 23 個 TLD 被拍賣。 

3.New gTLD 啟動 10 年後 

去年我們看到了.DAY、.ZUERICH 的推出，以及重新推出的.TRUST，這些新通

用頂級域名（new gTLD）都是來自 2012 年的申請輪次，誰能想到時隔 10 年，

我們仍然可以看到 new gTLD 的推出，而且當時申請的案件還沒全部處理完。 

4.Verisign 正式宣布漲價 

Verisign 在去年 2 月 11 日正式宣布，.COM 域名的新申請及續約批發價將自

同年 9 月 1 日起由 7.85 美元提高到 8.39 美元。根據 ICANN與 Verisign 的協

議，.COM 的定價包含今年及往後三年每年可能上漲 7%，亦即，2025 年的價

格約可達到 10.26 美元。 

5.封鎖域名的興趣重燃 

隨著部分.XXX 域名在去年底到期，許多品牌所有者選擇利用 AdultBlock 及

AdultBlock+為域名提供保護，這也促使人們對其他可用的封鎖服務進行了解。 

除了前述 5 大議題之外，作者名列第 6 至第 10 的議題分別為：疫情對域名產

業的影響有限；ICANN 發布區塊鏈域名警告；隨著實施評估流程（Operational 

Design Phase，ODP）的啟動，下一輪 new gTLD 將被推遲；全球 TLD 註冊

量達到 3.646 億個；全球企業域名指數顯示出 Global 2000（全球 2000 大上

市企業）的域名管理問題。 

相關連結： 

Elisa Cooper (2022). 2021 Domain Name Year In Review. CircleID.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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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114-2021-domain-name-year-in-

review (Ja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文件行銷戰略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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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週期：2022/2/7-2/11 

#26 俄羅斯提議禁止使用和開採加密貨幣 

標題 俄羅斯提議禁止使用和開採加密貨幣 

Tags 國際瞭望, 虛擬貨幣, 金融, 俄羅斯 

引言 

俄羅斯是世界第三大比特幣開採國，2022 年 1 月時俄羅斯央行提議禁止在俄

羅斯境內使用和開採加密貨幣，理由是其對於金融穩定、公民福祉和貨幣政

策主權的威脅。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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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多年來一直反對加密貨幣，俄羅斯央行在 1/20 發布的報告中表示，加

密貨幣的快速增長主要是由投機需求所推動，並且它們具有金字塔騙局的特

徵，警告市場可能存在泡沫，威脅金融穩定和公民福祉。 

俄羅斯央行提議阻止金融機構使用加密貨幣進行任何操作，並表示應開發機制

來阻止為了法定貨幣購買或出售加密貨幣的交易，包括加密貨幣交易所。 

提議將與加密交易所註冊國的監管機構合作，收集有關俄羅斯客戶運營的資

訊。報告指出，中國等其他國家已採取措施遏制加密貨幣活動。俄羅斯是全球

第三大比特幣開採國，僅次於美國和哈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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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中央銀行表示，加密貨幣給能源消耗帶來了問題。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

幣使用強大的計算機「挖掘」，運算解決複雜的數學難題。運算過程中需消耗

大量的電力主要是由化石燃料所提供動力。 

俄羅斯央行表示 : 「最好的解決方案是在俄羅斯禁止加密貨幣挖礦。」 

一家運營託管比特幣礦工數據中心的公司—BitRiver 表示，不太可能全面禁止

加密貨幣，預計一旦有不同行政部會討論該議題，就會出現平衡的立場。 

相關連結： 

Gavriil Grigorov(2022). Russia proposes ban on use and mining of 

cryptocurrencies. CNBC. 

檢自： 

https://www.cnbc.com/2022/01/20/russian-central-bank-proposes-

banning-cryptocurrencies-crypto-mining.html (Feb.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俄羅斯國旗背景為鑄有比特幣圖示的硬幣、國旗加密貨幣概

念 

	

#27 德國新立法規定版權相關網路平台的義務 

標題 德國新立法規定版權相關網路平台的義務 

Tags 國際瞭望, 版權, 政策, 法律 

引言 

對於網路中介者的責任， 2019 年歐盟頒布了版權指令，處理網路上的著作

權及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但產生了爭議。德國試圖應對並頒布了版權責任

法，於 2021 年 8 月 1 日在全國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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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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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頒布的版權指令第 17 條，線上內容分享提供商（online content-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OCSSPs）需要獲得權利持有人的許可，才能在網路平台向

大眾提供受版權保護的內容。 

線上內容分享服務供應商，是指那些向平台所有用戶，提供受版權保護內容的

第三方平台。例如，YouTube 和社群媒體。若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平台出現了

受版權保護的作品，供應商將要負責以下三點保證： 

1. 盡一切努力獲得作品作者的許可。 

2. 盡一切努力保障權利持有人已向服務提供商提供相關和必要訊息的特定作

品不可用。 

3. 在版權所有者提出適當且可證實的通知後，需迅速採取行動，禁止存取被

通知的作品。 

許多歐洲社會運動參與者，認為版權指令第 17 條即是強制監控用戶在平台上

發布內容的一種方式。版權指令迫使歐洲各國，在兩年內需要通過和重新制定

國家法律。因此德國決定頒布《版權責任法》，實施與版權指令第 17 條相關

的規定。該法案確保不會使用內容過濾器自動阻擋上傳網站的內容。要上傳受

版權保護的內容，必須符合以下標準： 

1.內容須佔原始版權作品的 50%以下（圖片除外） 

2.內容須與受保護作品的部分內容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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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圖文語音必須是輕量的（少於 15 秒的聲音或影片，少於 160 個字元的文

章或 125 kB 的圖片，並採用不會產生大量收入的方式），或者在上傳至平台

時，已被用戶標記取得版權例外。  

在德國的此法中，版權所有者可以要求對已發佈的內容再進行合法性審查，但

平台中已發佈的內容還是須維持在線上，直到通過人工審查。 

由於德國是歐盟最大的市場，此法是第一個可由平台實施明確機制的法律，它

成為實踐版權指令第 17 條的合理方向。 

為驗證《版權責任法》的可行性，可以持續觀察此法將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上，

並觀察歐盟其他國家將會受到什麼影響。 

相關連結： 

Nathalia Sautchuk-Patrício (2022). New German Legislation Provides 

Copyright-Related Internet Platform Obligations.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105-new-german-legislation-provides-

copyright-related-internet-platform-obligations(Feb.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知識財產權插圖 

	

#28 Apple 已修復 Safari 的網站歷史資料洩露 IndexedDB 隱私漏洞 

標題 Apple 已修復 Safari 的網站歷史資料洩露 IndexedDB 隱私漏洞 

Tags Apple, 隱私, 瀏覽器, iOS, Safari 

引言 
Apple 公司於 1 月底已修復其瀏覽器 Safari，會導致用戶的瀏覽歷史甚至帳

戶資訊外洩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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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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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在 2022 年 1 月底時已修復其 WebKit 瀏覽器引擎中的一個漏洞，該漏

洞自去年 11 月公佈此問題後，即持續在 Safari 15 瀏覽器中洩露個人隱私資

料。 

反詐騙和機器人檢測的製造商 FingerprintJS 於去年 11 月 28 日向 Apple揭露

了隱私漏洞問題，並在 1 月 14 日公開發布。 

其漏洞在於，當網站與 IndexedDB 資料庫互動時，瀏覽器會在屬於同一瀏覽

器的其他活動框架、選項和視窗中建立一個具有相同名稱的空資料庫。而大部

分瀏覽器在開每個網站時都會新建一個 IndexedDB，讓它只能由該網站存取。 

所以雖然新資料庫是空的，但它的名字和既有的實際資料庫是一模一樣的，這

就構成了隱私外洩的可能。因為這些框架、選項和視窗可能與不同的來源（例

如網站）相關聯，所以這些網站的資料庫名稱的可用性違反了同源策略(SOP)。 

例如，Google 會將其 Google 用戶 ID 添加到 YouTube.com 等網站的 

IndexedDB 資料庫名稱中。此識別碼可用於查詢 Google 的 People API，或

是根據權限獲取用戶的圖片和其他訊息。 

多年來，Apple 持續地拒絕同意在 iOS 中使用其他瀏覽器的引擎，這點一直

是競爭瀏覽器製造商的痛處。這導致人們爭辯說 Safari 是新的 Internet 

Explorer—一個讓其他人望而卻步的瀏覽器—英國反壟斷監管機構對於 Apple

的平台也抱持著可能造成壟斷的看法。 

由於 iOS 瀏覽器不會有其他競爭者，Apple 沒有壓力去配合其他對手的軟體

更新節奏。在 IndexedDB 錯誤公開後兩天，Apple 面對公眾壓力做出了回

應。根據 FingerprintJS 工程師 Martin Bajanik 說法，Apple 工程師於 1 

月 16 日開始著手修復 IndexDB 漏洞，並在 1 月底時修復好此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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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Thomas Claburn (2022). Apple preps fix for Safari's web-history-leaking 

IndexedDB privacy bug. The 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1/21/apple_safari_webkit_indexedd

b/ (Feb.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微小的人在網頁上檢查操作系統錯誤警告孤立的平面插圖。 

	

#29 英國期望對 MSP 實施更嚴格的標準 

標題 英國期望對 MSP 實施更嚴格的標準 

Tags 網路安全規則, 託管服務提供者(MSP), 關鍵基礎設施(CI) 

引言 

英國政府提出新法規，以加強私營部門的網路彈性。目的是擴大關鍵基礎設

施運營商的網路安全規則，並納入託管服務提供者(MSP)，且要求更嚴格的違

規通知，以及立法將英國網路安全委員會設立為網路安全專業標準制定組

織。 

摘要 

 

字

數：

635 

託管服務提供者（Managed Service Provider，MSP）已與多家企業的供應鏈

有密切的合作，尤其是被歸類為關鍵基礎設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CI）

供應的組織。他們不僅擁有客戶的基礎架構和應用程式的特權，還可以存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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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公民的個人數據。MSP 中不良的風險管理和薄弱的安全管控可能會對英

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產生可怕的後果。 

在宏觀層面上，新法規的重點是加強英國的網路彈性，以應對不斷增加的供應

鏈和關鍵基礎設施攻擊—這本質上是一個公共安全問題。它可以為英國公民提

供安全保障，使其免因金融服務、電信、能源等 CI 供應商在遭受攻擊時而間接

承受負面影響。它同時保護了一些關鍵企業，若是其資產、網路或系統被破壞

甚至喪失能力，將可能癱瘓英國負責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公共衛生等事務的

重要機構。 

託管服務提供者必須發展更強大的風險管理能力。首先，他們需要將網路風險

視為商業風險，並擴大認知到其影響範圍從財務、營運到聲譽，以及最終的監

管。因此，他們需要在整個企業中嵌入風險文化並建立風險管理能力，否則將

面臨懲罰性監管措施。 

一定比例的企業經常忽視不斷增長的網路威脅，並認為這不會發生在他們身

上。然而，這些企業不只有中小型企業，還有扮演關鍵領域的大型企業。一部

分的企業缺乏專業的網路安全領導者或資訊安全部門，也拒絕投資於必要的控

制和功能，甚至經常向員工、客戶和投資者隱瞞違規行為。在政府沒有訂定新

規範前，若是輕忽網路威脅的嚴重性，將會付出相當高的代價。 

相關連結： 

Niel Harper (2022). The UK Seeks to Enforce Tougher Standards on MSPs. 

CircleID. 

檢 自 ：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121-the-uk-seeks-to-enforce-

tougher-standards-on-msps (Feb.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在名片中顯示服務提供商的人。 

	

#30 美國國稅局人臉識別計劃，受到隱私權和網路安全提倡者的審查 

標題 美國國稅局人臉識別計劃，受到隱私權和網路安全提倡者的審查 

Tags 人臉辨識, 隱私權, 美國國家稅務局, I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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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正在推動人臉辨識

系統，未來欲在網路上使用美國國稅局服務登入時，必須利用與 IRS

合作的第三方公司 ID.me 進行身分認證，因此存在許多隱私權問題。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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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正在推動人臉辨識

系統，未來欲在網路上使用美國國稅局服務登入時，必須利用與 IRS 合

作的第三方公司 ID.me 進行身分認證。 

在此人臉辨識計畫中，雖然用戶不需要提供自己的照片，但在 IRS 網

站上將其設置作為預設選項，要求納稅人提供政府發放的身分證明，

以人臉辨識的認證方式才可登入。ID.me 為此表示若用戶不願意透過

ID.me 進行身分認證，可利用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進行，但須花費

較長時程才可通過認證。ID.me 積極地護衛公司所受到的隱私及資安

相關議題的批評，ID.me 堅稱其採用在市場上受信任、已接受審查，

且廣泛運用在其他服務的技術，使用者提供的臉部照片與解鎖手機的

照片並無不同。 

網路安全專家質疑，透過第三方公司來儲存納稅人的照片，引發資料外

洩的疑慮。曾經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的轉包商 Perceptics 因遭到駭

客攻擊，而導致數以萬計的旅客照片以及車牌號碼外流。 

在 ID.me 的隱私權政策中規定，用戶能自由選擇是否同意將資料進行

分享，但其中有一項隱私政策為 ID.me 可以在他們認為「有必要配合

的調查或法律部門的要求」的情況下直接分享用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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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在 2019 年關於人臉辨識的一項研究中，統計出非

裔美國女性的照片於資料庫中的匹配度，誤報率為第一，而 ID.me 即

是使用該項技術。 

美國國會議員針對國稅局的人臉辨識計畫進行審查，對於政府對 ID.me

的依賴與人臉辨識技術的準確性提出重大擔憂，欲持續推動國稅局接露

資料，促使國稅局對人臉辨識計畫提高透明度。 

相關連結： 

Derek B. Johnson (2022). IRS plans for facial recognition draw 

scrutiny from privacy, cybersecurity advocates. SC 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identity-and-access/irs-

plans-for-facial-recognition-draw-scrutiny-from-privacy-

cybersecurity-advocates(Feb.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智慧型手機人臉掃描識別生物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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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週期：2022/2/14-2/20 

#31 新興技術將在 2022 年推動金融科技融資 

標題 新興技術將在 2022 年推動金融科技融資 

Tags 國際瞭望, 金融科技, 投資, 資安, 社交工程 

引言 

專家預測，近年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資將創歷史新高，面對日益嚴重的勒索軟

體威脅，美國金融公司和其他股票合作伙伴將更多的投資於金融技術

（Financial Technology，FinTech）企業。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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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人們行使股票期權的平臺 Equity Bee 之貿易營運總監 Jennifer Pavlov 表

示「金融科技行業的規範已經過時了。」 

由於疫情，KYC（Know-Your-Customer，認識你的客戶）和 AML（anti-money-

laundering，反洗錢）的規範透過數位通道進行管理的情形越來越多，數位通

道不需面對面的交談，即可為業界提供急需的更新和自動化。 

Equity Bee 的產品長 Oded Golan 預測，美國支付新創 Stripe 在此次首次公

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將成爲金融科技企業最大的 IPO，而金

融科技融資將會創下歷史新高。 

Incognia 的創始人兼 CEO，André Ferrazi 也認為，隨着金融數位訪問和交易

的增加，這些新興金融技術和網路安全新創企業會持續受到歡迎。André 

Ferrazi 表示：「今年對零要素驗證(Zero-Factor Authentication，0FA)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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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一步的增加。」通過零要素驗證，使用者不需再輸入基本資訊來進行身份

驗證，則可使用設備和位置來驗證，從而將受信任之使用者與詐欺使用者區分

開來，提高安全性。 

在任何安全生態系統中，最脆弱的是「人」—員工與客戶。儘管人們努力的使

用安全技術來預防，但「人」仍然會上當受騙，因為往往沒有跟上安全標準和

做出實際行動。因此，一些專家認為，針對人類的網路犯罪會繼續增加，金融

公司將需要提高他們的防範水準，跟上老練駭客的攻擊步伐。 

DomainTools 的資安長 Daniel Schwalbe 指出：「在過去的 10 年裏，銀行自

助服務和網路銀行蓬勃發展，但擁有高資產的客戶，通常仍會有個人銀行專員。

駭客以高資產人士爲對象，特別是老年人，透過社交工程戰術和冒充成他們的

個人專員，收集敏感的個人和金融資訊。」 

有許多曾經會親自前往銀行的客戶，因為假冒成專業人士、商人和財務顧問的

詐欺者出現，導致不願前往銀行，即使現今疫情緩和，銀行也已重新開業。

Schwalbe 也表示：「假冒者給銀行理專打電話，假裝成感冒的客戶，並提供

從顧客那裏得到的資料，即可完美的得到客戶的其他資料。」Schwalbe 和其

他專家認爲，即是是頂尖的金融公司也必須為網路安全這部分更加注重。 

Wipfli 資深經理 Jim Rumph 表示，金融業將要「加倍努力」，尋找能確保組

織安全的人才，並在如何找到合適的專業人士和外包人才（如外包 CISO）方

面投入心思。  

Rumph 說：「許多數據告訴我們，您可能擁有最好的工具和技術。但是，如

果沒有一個優秀的團隊來操作和監控這些工具，就只是浪費資源。」 

相關連結： 

Karen Hoffman(2022). Compliance, emerging technology will fuel 

financial tech funding in 2022. SC 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identity-and-access/compliance-

emerging-technology-will-fuel-financial-tech-funding-in-2022 (Feb. 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硬幣的堆疊走向與金融投資交易圖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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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物聯網之戰 

標題 物聯網之戰 

Tags 國際瞭望, 物聯網、5G、LoRaWAN、WiFi、訊號衛星 

引言 

有一場有趣的戰鬥正在進行，那就是如何從「控制物聯網設備」這項技術中

賺錢。像許多技術炒作一樣，物聯網的發展速度比最初預測的要慢得多，但

現在它終於成為一項能夠商業化的大生意。 

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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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新聞稿和文章在談論將物聯網商業化的方式。我們最常聽到的名

詞肯定是 5G。五年前，網路通訊公司告訴華爾街日報，物聯網監控設備將成

為 5G 商業計劃的推手，電信服務商設想每個家庭都會購買第二個網路通訊門

號用來監控設備。 

除了一些小例子外，這個商業計劃從未實現。然而，隨著技術進步，具有潛

力的產品正在慢慢出現。例如：AT&T 與 Smart Meter 合作為糖尿病和高血

壓等慢性病患配戴內含 SIM 卡的物聯網設備，即可在網路信號範圍內更輕易

地監控自己的生理數據，在這種案例中，月費可能由健康保險支付，這是個

將物聯網服務轉變成訂閱制商業化的好方法 。 

物聯網世界的另一個參與者是低軌道衛星（Low Earth Oribits，LEO）衛星。

Starlink 通過收購 Swarm 設想使用衛星來蒐集世界上每個地方的戶外物聯網

設備資料，目標是在 2022 年底，地球上每個點都能有三顆小型衛星設備涵

蓋。Swarm 設想將小型接收器放置在田野等地方，而客戶必須購買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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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物聯網商業計劃，客戶能以每年 60 美元的價格，在每月收集 750 個資

料包。 

同樣仍然積極追求物聯網市場的還有幾家推廣 LoRaWAN技術的公司。該技

術使用高塔及公民寬頻無線電服務（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Service，

CBRS）等一些低功耗頻譜與大區域的物聯網監控設備進行通訊。 

當然，目前物聯網之王是 WiFi。它具有免費連接的優勢，只需購買寬頻即

可。Charter 表示，目前 WiFi 已可連接到網路上的其他 50 億台設備。 

每一種技術都有自然的市場利基。AT&T 健康監測系統僅在行動網路上有意

義，因為患者在平日無論走到哪裡都需要受到監測，行動網路應該是移動監

控的首選技術。LoRaWAN 和衛星之間的競爭將很有趣，而最終的勝負可能

決定在價格上，這兩種技術都可以覆蓋到目前通訊不易到達的地方，例如大

範圍的農田。WiFi 可能會接收家中各個設備的訊號，AT&T 的願景是每個人

都購買物聯網數據方案，這聽起來極不可能，因為我們可以使用 WiFi 路由器

的低成本擁有相同的感受和便利性。 

相關連結： 

Doug Dawson(2022) The Battle for IoT.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201-the-battle-for-iot (Feb. 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物聯網與通訊技術 

	

#33 DeepMind 的 AI 能與人類競爭撰寫程式 

標題 DeepMind 的 AI 能與人類競爭撰寫程式 

Tags 國際瞭望, 人工智慧, AlphaCode, 程式設計 

引言 

Google 旗下的人工智慧公司 DeepMind 宣佈，AI 在編寫程式方面取得重大

成就。經過模擬 10 場比賽，超過 5000 名人類參賽者，人工智慧系統

AlphaCode 在程式設計競賽的參與者中估計排名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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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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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AI 編寫程式，只能處理相對簡單的數學和程式問題。DeepMind 宣布，

AlphaCode 的能力較過去的自動編寫程式更上一層樓。具有處理：批判性思考、

邏輯、演算法、程式與自然語言理解的問題。 

Codeforces 每周都會舉辦程式競賽，AlphaCode 參加了 10 場程式比賽之後，

成績超過半數的人類程式設計師。Codeforces 最大的特點就是其中的程式碼和

解題皆為公開。所有人都可以隨意查看其他人的程式碼，非常符合開源的特性。 

DeepMind 的論文解釋了，AlphaCode 的開發人員解決了三個重要元素： 

1. 從一些程式碼挑戰網站上(包括 Codeforces)，抓取適合的資料集來訓練，

包含問題測試範例和人工編寫的解決方法。 

2. 基於轉換器的架構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或圖片識別以設計適當的演算法。 

3. 創建許多解決方案，然後找到對目前問題有用的方法。 

該論文考慮了寫程式對程式碼世界的影響，指出一個潛在的風險是「高級人工智

慧風險」，因為自動編寫程式可能會導致系統可重複循環編寫和自我改進，成為

越來越先進的系統。 

因擔心上述問題，此篇論文還分析了 AI 自動化程式對人類程式設計師來說是否

是個壞消息。 

作者得出的結論是，編寫程式碼只是開發人員工作的一部分，以前的自動化程式

（例如：編譯器和 IDE），也只是幫助人類，將心思轉移到更抽象的設計全局，

並且讓更多的人接觸程式設計的領域，所以 AI 自動化程式對於人類應是沒問題

的。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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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Sharwood(2022). Google's DeepMind says its AI coding bot is 

'competitive' with humans.The 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2/03/alphacode_automated_coding/ 

(Feb.13, 2022) 

https://deepmind.com/blog/article/Competitive-programming-with-

AlphaCode (Feb.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人類與機器人一同撰寫程式 

	

#34 ICANN 推出新工具以驗證是否符合 RDAP 要求 

標題 ICANN 推出新工具以驗證是否符合 RDAP 要求 

Tags 國際瞭望, 通訊協定, 網路動態, RDAP 

引言 

ICANN 組織發布了一個工具，使頂級網域（Top-level Domain，TLD） 的

註冊管理機構和受理註冊機構能夠驗證註冊資料存取協定 （Registration 

Data Access Protocol，RDAP）服務是否符合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ETF） 

制定的要求。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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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P 是由 IETF 的技術組開發的協議。是代替 WHOIS 存取網際網路資源註

冊資料的方案。這個新一代協議提供了域名和網路號碼資源（例如：IP 位址）

的註冊資料，並且具有改進的標準化查詢和回應格式。相較 WHOIS 協議，

RDAP 的優勢包含支援國際化註冊資料內容、安全存取資料以及能依據權限存

取不同層級的註冊資料。 

RDAP 一致性工具使使用者能夠從域名、實體和名稱伺服器中查找公開可用的

註冊資料，以驗證它是否遵循所需的 RDAP 實施標準，包括： 

• RFC 7480 

• RFC 7481 

• RFC 9082 

• RFC 9083 

• RFC 7484 

• RFC 8605 

並提供工具選項以檢查是否符合 2019 年 2 月 gTLD RDAP設定檔文件。此設

定檔文件，是向通用頂級域名(gTLD)的註冊管理機構和受理註冊機構，說明如

何達到 gTLD 註冊資料政策的要求，為了以一致方式實施 RDAP 服務。 

統整上述，RDAP 一致性工具可以針對當前 RDAP 標準（通常稱 RFCs）執行

212 項的檢查，並針對 gTLD RDAP 設定檔文件執行 74 項的檢查。 

整個檢查的結果匯整成一份報告，報告中以列表呈現在 RDAP回應中發現的不

合格元素，此回應由錯誤程式碼與說明訊息標示。一致性測試的完整列表可以

在 RDAP 一致性工具文件中找到。 

工具詳情 

• Apache 授權條款 2.0 版本下作為開源免費提供 

• 使用 Java 11 開發 

• 可在命令列介面運行，執行 JAR 檔案 

• 可根據需求，啟用或關閉特定測試 

未來 

ICANN組織希望為 RDAP 一致性工具添加新功能，包括支援使用 JSContact 

資料結構驗證回應，支援未來版本的 gTLD RDAP 設定檔文件，以及與其他

RDAP 擴展與 RFC 後續可用版本的整合。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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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ardo Alvarez(2022). ICANN Launches New Tool to Verify 

Conformance with RDAP Requirements.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launches-new-

tool-to-verify-conformance-with-rdap-requirements-3-2-2022-en (Feb. 

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網站測試、驗證資料正確性 

	

#35 Microsoft 365 中的 Power Automate，有資料外洩的疑慮 

標題 Microsoft 365 中的 Power Automate，有資料外洩的疑慮 

Tags 國際瞭望, Microsoft 365, Power Automate, 駭客 

引言 

Veronis 研究人員指出 Microsoft 365 的 Power Automate 遭到駭客濫

用， 駭客得以竊取資料以及避開資料外洩防護（Data Loss Prevention，

DLP）等保護功能，造成資料的不安全。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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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is 研究人員指出 Microsoft 365 的 Power Automate 遭到駭客濫用， 

駭客得以竊取數資料以及避開資料外洩防護（Data Loss Prevention，DLP）

等保護功能，造成資料的不安全。 

若用戶使用 Power Automate，即可將 Microsoft 365 中所提供的各種應用

和服務之間建立流程，以享有自動共享或發送文件等服務，例如：在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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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Point 與 OneDrive 之間建立流程。因此 Veronis 研究人員表示， 駭

客不僅可以從 Power Automate 流程中劫走電子郵件，也可以從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中存取文件，更可以直接在 Microsoft 365 的應用服務竊取資

料，此漏洞說明應用程式的互通造成極大的資安風險。 

Lookout 安全方案經理 Hank Schless 表示， Power Automate 可避開傳統

監控，因此 Microsoft 需要同時保護資料不被洩漏出應用程式，以監控 DLP 以

外的可疑活動，DLP 為資料外洩防護，主要以網路、郵件及端點等方式防護資

料外洩，利用監視與檢測來阻止資料的外洩。 

Cequence Security 的常駐駭客 Jason Kent 表示，公司經常防範駭客在系統

上所執行的惡意行為，此惡意行為的主要手法是非法登入，以進入系統中等待，

並伺機竊取出訊息。在有資料外洩防護檢測器的情況下，一旦登入，資料外洩

防護檢測器便會有所察覺，並發出警告。但若駭客是執行合法的流程，檢測器

無法檢測出，可輕鬆進入系統。如此一來，駭客可以存取用戶的每個文件，並

可發送 SharePoint 上的文件，造成資料外洩，而微軟啟用流程功能且允許資

料在傳遞時，不必經過資料外洩防護系統的行為令人驚訝。 

相關連結： 

Steve Zurier(2022). Automated features in Microsoft 365 a ‘perfect 

storm’ of data export. SC Media. 

檢 自 ： https://www.scmagazine.com/news/application-

security/automated-features-in-microsoft-365-a-perfect-storm-of-

data-export (Feb. 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駭客進入系統擷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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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週期：2022/2/21-2/26 

#36 Apple 對 AirTags 進行調整，以減少非法份子濫用 

標題 Apple 對 AirTags 進行調整，以減少非法份子濫用 

Tags 國際瞭望, AirTags, Apple, 追蹤, 執法機關 

引言 
AirTag 是一款用距離感應尋找功能的藍牙追蹤設備，能夠與各種物品搭配使

用，卻成為有心人士的惡意行竊與跟蹤設備。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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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Tag 於 2021 年 4 月推出， 是一款用距離感應尋找功能的藍牙追蹤設備，

能夠與各種物品搭配使用，主要可以掛在錢包、背包、行李箱或其他物品上。

如此一來就算物品找不到，也可以嘗試使用 iCloud 進行尋找，AirTag 將自動

與附近的無線網路設備連線，並傳送 AirTag 的位置，使用者可在 Apple 設備

中之「尋找」應用程式裡的地圖上看到該設備位置。 

Apple 官網上對於 AirTag 的介紹中，其一為尋找與定位到傳送位置，在使用

的過程中是完全匿名且經過加密處理，以保護使用者的隱私，且不須擔心電

池續航力或數據用量等問題。儘管 Apple 聲稱 AirTag 會保護使用者隱私，但

研究人員發現仍可利用藍牙低功耗（Bluetooth Low Energy， BLE）的訊號

進行追蹤。BLE 與藍牙的不同點在於，BLE 在相同範圍內傳輸時能顯著的降低

功耗且生產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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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AirTag 推出的目的是為防止重要物品被竊或遺失時可輕易找回，但同時

也成為有心人士的惡意行竊與跟蹤設備。為了防止濫用，Apple 也計畫推出

防跟蹤功能，只要在附近有長時間不屬於自己的 AirTag 存在，Apple 設備就

會發出警報聲，提醒可能已被跟蹤。 

2021 年 12 月 Apple 在 Android 系統上發布一款名為 Tracker Detect 的 

Android 應用程式，以保護使用 Android 系統手機的人們被跟蹤，但線上網

路商城 Etsy 與 eBay 已經有有心人士開始販售不會發出警報聲的 AirTag。 

Apple 表示，已長期與執法機關和安全組織合作，以降低濫用情形。因每一

個 AirTag 的序號是唯一的，若有心人士利用 AirTag 進行跟蹤等非法行為，

Apple 會提供其 AirTag 所屬的使用者資訊給執法機關，違法者將被逮捕。 

相關連結： 

Thomas Claburn(2022). Apple tweaks AirTags to be less useful for 

stalkers, thieves. The 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2/11/apple_airtags_stalking/ (Feb. 

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被跟蹤與隨時被窺視的人 

	

#37 Meta 將威脅離開歐洲–科技巨頭影響力減弱 

標題 Meta 將威脅離開歐洲–科技巨頭影響力減弱 

Tags 國際瞭望, 歐盟, 法律, Meta 

引言 

前身為 Facebook 的 Meta，因隱私權法律爭議與歐盟談判受阻，「威脅」要

將服務撤出歐洲。法國財政部長則表示：「沒有臉書的生活十分美好，沒有

臉書我們也能過得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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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向美國證券交易委 員 會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提交的年度 10-K 文件（在美國的上市公司每年要交給 SEC

的年度報告）中，向 SEC 威脅如果歐美之間沒有新的跨大西洋資料傳輸協議，

它可能就要撤出歐盟地區。 

近年來，歐盟法院廢除與美國之間的安全港原則和隱私盾協議。因為歐盟法院

認為，美國政府對歐洲公民個資被監視與取用無法提供保障。所以，如果平臺

收集資料並回傳至美國，進行分析和出售給廣告商就變成是違法的。 

Meta 在去年曾暫時禁止澳洲用戶在 Meta 上分享和觀看任何新聞，這是為了

使澳洲政府修改強制議價守則（平臺應支付新聞媒體給付費用）的恐嚇策略。

同為科技巨頭的 Google，也出於類似原因威脅要從澳洲撤出。 

然而，這次 Meta 發出聲明表示「Meta 絕對沒有威脅要離開歐洲」。Meta 歐

洲公共政策副理 Markus Reinisch：「就像其他 70 家歐盟和美國企業一樣，

我們正在確認因國際資料傳輸的不確定性而產生的商業風險。」 

在過去幾年中，許多政府，尤其是競爭監管者（監督市場運作的機構），正在

互相分享處理重大技術問題的資訊。隨之而來的是針對 Meta 的一系列監管阻

力，從前面提到的禁止跨大西洋資料傳輸協議到加強隱私法，再到擴大對可惡

暴力網路素材的監控，政府之間已不再逐底競爭（政府放鬆對商業環境的管制

以及降低稅率）。 

新南威爾士大學副教授兼競爭政策專家 Rob Nicholls 表示，如 Google、

Meta、亞馬遜、微軟這些的網路平臺公司，它們皆嚴重依賴網路效應，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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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了達到監管法規而移除部分地區服務，這種行為卻比你是一個製造商，將

製造轉移到成本更低、監管負擔更低的國家還要嚴重。 

在不清楚 Meta 下一步會怎麼走之前，可以很清楚的是，無論 Meta 的「威

脅」是否站得住腳，歐洲政府不會再像從前一樣輕易妥協。 

相關連結： 

Campbell Kwan(2022). Meta's threat to leave Europe hints at waning big 

tech influence.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metas-threat-to-leave-europe-hints-at-

big-tech-influence-waning/(Feb.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整體狀況下滑 

	

#38 在關鍵基礎設施攻擊中，勒索病毒集團頻繁地越過所謂的「紅線」 

標題 在關鍵基礎設施攻擊中，勒索病毒集團頻繁地越過所謂的「紅線」 

Tags 國際瞭望, 關鍵基礎設施, 勒索病毒, 法律 

引言 

在 2021 年初，SC Media 指出，未來幾年，勒索病毒可能會頻繁地瞄準「關

鍵基礎設施」中的「實體」，這將導致維持社會運轉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流中斷。雖然近期針對石油和肉類供應商的攻擊成為印證，然而美國、英國

和澳洲的一份聯合建議表明，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目標要深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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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聯邦調查局、 國家安 全局和美國 網 路 安 全 及基礎設施安 全局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CISA）所提出的聯合

建議報告觀察到勒索病毒攻擊影響了 2021 年聯邦指定的 16 個關鍵基礎設施

部門中的 14 個。 

在澳洲有類似的情形發生，勒索病毒持續針對醫療，能源，高等教育機構和金

融實體等。然而英國教育部門在過去 12 個月中也受到勒索病毒的打擊。美國

的 K-12 學校系統也已成為勒索病毒犯罪分子最喜歡的目標，因為這些地區通

常沒有太多的的資金和資源在資安領域。所以國家網路安全中心在 2021 年一

再指出，勒索病毒針對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的攻擊正在飆升。 

難以衡量勒索病毒軟體的「紅線」 

值得被關注的是，雖然這些機構觀察到此類攻擊有所增加，但傳統上很難定義

勒索病毒的影響力，鑒於「關鍵基礎設施」是私人擁有的，無法確定是否有人

能夠很好地處理這些事件。因此即便擁有各機構公開和未公開攻擊的數量，也

沒有獨立資料可以證明全球的勒索病毒事件增長。 

缺乏勒索病毒的影響指標是政府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麻省理工學院網路網路

政策研究計劃去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發現，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例如：缺乏技

術和人力資源、缺乏報告授權、許多公司不願公開遭受攻擊的細節，因此有關

「關鍵基礎設施實體」受到勒索病毒攻擊或感染的基本資訊並不可用。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因工作與生活型態的改變使遠距工作相關軟體就成

為勒索病毒攻擊者部署惡意病毒最普遍的工具之一，這種改變增加了遠端攻擊

的機會，使網路防禦者難以跟上修補漏洞的步伐。 

勒索病毒組成團隊逐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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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勒索病毒集團逐漸將犯罪方式企業化，轉變為數十億美元的全球業

務，如果勒索病毒「商業化的犯罪模式」繼續為勒索病毒的參與者帶來經濟回

報，勒索病毒事件將變得更加頻繁。此外，因為開發人員、附屬機構和自由職

業者的網絡很複雜，往往使犯罪模式變得無法歸因，難以認定最終勒索病毒事

件背後的參與者。 

有趣的是，這些機構認為，執法部門和其他機構為降低勒索病毒的災情而採取

了高調行動，促使勒索病毒參與者轉而關注不會帶來那麼多媒體熱度的中小型

組織。  

相關連結： 

Derek B. Johnson(2022). So-called ‘red lines’ increasingly crossed by 

ransomware groups i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ttacks. SC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cloud-security/so-called-red-

lines-increasingly-crossed-by-ransomware-groups-in-critical-

infrastructure-attacks(Feb.21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從駭客勒索軟體所得到的鈔票與鑰匙 

	

#39 TikTok 加強政策防止惡作劇和危險挑戰的傳播 

標題 TikTok 加強政策防止惡作劇和危險挑戰的傳播 

Tags 國際瞭望, TikTok, 安全規範 

引言 
TikTok 更新了對影片內容的監管，藉由科技與人工審核的機制落實社群公約條

款，希望預防號召危險挑戰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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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 加強對危險內容的監管的原因為該平臺出現了病毒式傳播警告並引起

恐慌。去年 12 月，TikTok 有幾個短片警告學校將會發生暴力攻擊事件，雖

然內容模糊，且沒有證據表示這些警告是可信的，美國各地學校還是選擇停課。 

除此之外，平臺上還瘋傳關於公眾人物過世的惡作劇，還有關於「全國強姦日」

計劃的謠言。去年 10 月， TikTok、Snap 和 Youtube 代表都在國會聽證會，

接受關於兒童使用網路的安全問題的質詢，這也促使各平臺更新一系列安全規

範。 

TikTok 的信任和安全負責人 Corman Keenan 在新規範的新聞稿中表示「我

們的政策著重於提供安全、多元、平等、包容、與真實的體驗，且將網路和平

臺上的流行趨勢或最新威脅納入考量」。 

這次更新中，危險行為與挑戰的政策，在自殺和自殘規範中被獨立出來，以實

施更嚴格的規範，避免相關惡作劇內容出現在平臺上。TikTok 表示，將要求創

作者製作相關短片需標註使用#SaferTogether 的標籤，以提高用戶對風險內

容的了解。 

希望訂閱者在查看內容時能遵循停止、思考、決定和行動這四個步驟，使年輕

用戶能暫停觀看挑戰短片，並考慮內容是否有害，然後決定是否回報平臺此短

片被認為是有危險的內容。TikTok 也表示已主動移除鼓勵飲食失調的內容，更

將進一步移除鼓勵不規律飲食的內容，此外還包括禁止性別錯稱、厭女症等仇

恨意識形態內容。 

TikTok 美國安全負責人 Eric Han 強調，用戶需要意識到病毒式傳播和網路惡

作劇的風險，並鼓勵用戶以獨立的眼光、懷疑的態度看待影片。TikTok 會藉由

科技與人工審核的機制，主動審查短片和落實社群條款。此外，此次更新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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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推薦頁面的發佈資格，以保護各年齡層，平臺會從用戶年齡的角度通過演算

法，去決定哪些內容有資格在平臺上被推薦。 

相關連結： 

Jennifer Korn(2022). TikTok says it will strengthen policies in effort to 

prevent spread of hoaxes and dangerous challenges.  

檢 自 ：  https://edition.cnn.com/2022/02/08/tech/tiktok-hoax-

policies/index.html (Feb.21 , 2022) 

https://www.tiktok.com/community-guidelines-

2022?lang=zh_Hant#29(Feb.21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公司政策的加強 

	

#40 柬埔寨通過新的網路閘道加強監控 

標題 柬埔寨通過新的網路閘道加強監控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閘道, 網路監控, VPN 

引言 

網路閘道是網路上一個國家連接到全球網路的點。一旦全面運作，柬埔寨新的

國家網路閘道將通過政府控制的單一入口控制所有流量。聯合國人權專家警告

說，該閘道將從 2 月 16 日起通過國家控制的入口點彙集所有網路流量，這將

對隱私和言論自由產生「毀滅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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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人權中心（CCHR）表示，新的政策將為威權統治者Hun Sen 提供更多

壓制反對聲音的方法。2021 年，至少有 39 名柬埔寨人因違反政府審查的線上

貼文而被捕、入獄。 

嘻哈藝術家 Kea Sokun 的歌詞關於不公正和腐敗，引起了柬埔寨不滿的年輕

人的共鳴，隨著他的音樂在 YouTube 上獲得數百萬次觀看，便衣員警在 2020

年 9 月逮捕他。他被判煽動罪，在監獄裡度過了一年，他也擔心新的政策將導

致更多的人遭受同樣的命運。 

柬埔寨政府最大的擔憂是，人民可能會從緬甸的反政變活動那裡獲得靈感，利

用社交媒體平臺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 

網路服務提供者將被命令阻止使用者存取對「國家收入、安全、社會秩序、道

德、文化、傳統和習俗」產生不利影響的網站。隨著預計明年將舉行的選舉，

CCHR 表示，網路閘道的完成可能使政府在選舉前，能夠阻擋網路上的不同意

見。 

除了隱私和權利問題外，專業人士警告，通過單一個點彙集所有流量會使該國

極易因技術故障或是網路攻擊而陷入危險。 

「柬埔寨人需要明白，言論自由伴隨著責任，侮辱或操縱資訊會影響國家安全

或個人聲譽。」政府發言人 Phay Siphan 則堅持認為需要網路閘道來打擊網路

犯罪、維護國家安全與收集獲益。 

然而，新的政策似乎正將柬埔寨帶往其他極權國家所開闢的道路上。例如中國

擁有更複雜的數位工具來監控和審查其公民的網路，將網路世界置於「防火長

城」後面，並封鎖了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平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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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閘道完工日的臨近，許多柬埔寨人正在轉向虛擬私人網路（VPN）來規避

審查。總部位於英國的數位安全倡導組織 Top10VPN 表示，12 月份柬埔寨對

VPN帳戶的需求激增了 56%。雖然目前還沒有關於打擊 VPN使用的報導，然

而首席研究員 Simon Migliano認為，政府只要有意對網路存取進行限制，VPN

禁令肯定會隨之而來。 

相關連結： 

AFP(2022). Cambodia steps up surveillance with new internet gateway. 

France24.  

檢自：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20214-cambodia-steps-

up-surveillance-with-new-internet-gateway(Feb.21 ,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一群人們使用電腦調整與觀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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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週期：2022/2/28-3/5 

#41 什麼是 Web3.0，它將如何改變網際網路？ 

標題 什麼是 Web3.0，它將如何改變網際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區塊鏈, 去中心化 

引言 
以太坊（Ethereum）的共同創辦人 Gavin Wood 是最早提出了「Web 3.0」

口號的人，他認為，去中心化技術是維護自由與民主的唯一希望。 

摘要 

 

字數: 

1,245 

Gavin Wood 在 2014 年創造了 Web3（Web3.0）這個術語，他開發了以太

坊，是一種規模與支援程度僅次於比特幣的存在。以下是 Gavin Wood 討論了

關於 Web2.0 的錯誤之處、「我們需要減少信任」的原因與未來的願景。 

Web2.0 的錯誤之處 

Gavin Wood 認為 Web 2.0 的模型與網際網路出現之前的社會模型非常相似。

如果回到 500 年前，人們基本上只在自己的小村莊和鄉鎮，與認識的人進行交

易，因為在城鎮之間移動既困難又耗時且成本高昂。從廣義上講，人們依靠社

會結構來確保自己對於交易的期望是可信的。比如，新買的馬蹄鐵不會在使用

的三週後就破損。 

但是隨著社會變得更大規模，人們有了城市、國家和國際組織，也開始關注品

牌和聲譽問題。因此創建了強大但受監管的機構，監管機構原則上確保能滿足

人們的期望。想要在特定行業開展業務，必須滿足某些法定要求。 



97 
	

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其中一個原因是，監管新興產業非常困難。政

府的決策與行動相對是緩慢的。另一個原因是監管機構不完善。尤其是當監管

機構與行業密切合作時，行業和監管機構之間通常會存在一些旋轉門問題。 

「我們需要減少信任」的原因 

Gavin Wood 對於 Web3 定義為「少一點信任，多一點真實。」，他認為「信

任」本質上是一件壞事。「信任」代表你會把某種權力賦予給某人或某個組織，

讓他們可以任意地使用權力，但這不代表是真正的『信任』。不管是一套機制、

基本原理、論點，還是一種邏輯機制，這些在他眼裡都稱不上信任。 

如果 WhatsApp 在他們的服務中引入一個允許他們解密所有對話的密鑰，那

人們要如何知道它不存在？你只能相信它不存在，在看不到程式碼，看不到背

後的服務如何運行時，人們只能相信他們說的是真話。 

我們必須假設被信任的組織說的是真話，因為組織會害怕他們的名聲受到打

擊。但我們從史諾登（Edward Snowden）的爆料中看到，政府以非法方式監

控公民的電子郵件、影片、照片等資訊，爆料者則被通緝，意味著有時公司並

沒有機會說真話。 

未來的願景 

Gavin Wood 認為 Web3 在未來帶來的服務是 Web 2.0 所無法達成的事，對

於財務或經濟方面上強大的應用。以個人對個人的方式，在人們之間構成經濟

服務。 

這並不是侷限於互相匯款，而是關於發送非常稀有、非常困難或在某方面非常

昂貴的東西。舉例來說：約會應用程式可以發送虛擬鮮花，但無論你支付多少

錢，每天只能發送一束虛擬鮮花。因此，如果你每天向同一個人送一束鮮花就

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能理解成你喜歡他。重點是因為你不能花錢送更多的

花，讓虛擬鮮花有珍貴的價值。 

由於技術造成的權力集中，我們所能擁有的服務和期望正受到威脅。在

Facebook 和 Google 面前，他們將非常大的權力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這並

不代表我不認為 Facebook 和 Google 以及其他公司都應該被取代，這不是

Web3 的癥結點。對我來說，Web3 實際上更像是一場更大的社會政治運動，

它正在從武斷的權威轉向一個更加理性的自由模型。 

相關連結： 

Gilad Edelman(2022). The Father of Web3 Wants You to Trust Less. 

WIRED. 

檢自： 



98 
	

https://www.wired.com/story/web3-gavin-wood-interview/ (Feb.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全球網際網路圖示與線路連接的電路板表示圖 

	

#42 DIWG 提出數位身分相互識別原則 

標題 DIWG提出數位身分相互識別原則 

Tags 國際瞭望, 數位身分, 原則 

引言 
八個國家組成數位身分工作小組，聯合提出一套原則，希望在未來能實現各

國政府的數位身分識別，讓人們可以跨境使用各種身分屬性和憑證。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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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身分（Digital Identity）是一種身分識別的方式，是一對「鑰匙」，包含

本人知道的私鑰以及公開的公鑰。簽章時使用私鑰，驗證簽章時使用公鑰。2020

年八個國家共同成立數位身分工作小組（Digital Identity Working Group, 

DIWG），由澳洲的數位轉型局擔任主席，成員國包含加拿大、芬蘭、以色列、

紐西蘭、新加坡、荷蘭及英國，該組織主要討論如何使數位身分成為國際貿易

與全球旅行的關鍵，讓人們可以跨境使用他們的各種身分憑證。 

DIWG 在一份關於 COVID-19 數位身分的報告中，對各國如何利用可能實現的

身分提出見解，並歸納出 11 條原則，分別為開放性（Openness）、透明度

（Transparency）、可重複使用性（Reusability）、以用戶為中心（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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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icity）、包容性和近用性（Inclusion and Accessibility）、多語言性

（Multilingualism）、安全性和隱私性（Security and Privacy）、技術中立和

資料可攜性（Technology neutrality and Data portability）、管理簡單性

（Administrative simplification）、資訊保存（Preservation of information）

以及有效性評估和效率（Assessment of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DIWG

對此表示，這些原則的目的為達成共識，有一致性的通用術語，以利未來關於

數位身分議題的持續討論。 

在此份報告中 DIWG 指出，每個 DIWG 成員國都有與數位身分相關的政策或

立法，在這其中皆有考慮到數位身分的相互承認性與互操作性。但要實現數位

身分還需三項條件才可達成，包含通用語言與定義須達成一致、可互相操作的

技術模型與基礎設施以及各國須評估以調整各自法律和政策。 

相關連結： 

Campbell Kwan(2022). Eight countries jointly propose principles for 

mutual recognition of digital IDs.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eight-countries-jointly-propose-digital-

id-principles-for-mutual-recognition-and-interoperability/ (Feb.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個人身分驗證方式 

	

#43 德國公司因使用 Google 字體服務違反 GDPR而被罰款 

標題 德國公司因使用Google 字體服務違反 GDPR 而被罰款 

Tags 國際瞭望, GDPR, 資訊安全, 隱私權, 資料洩漏 

引言 

網路上再小的「免費贈品」都有可能是資料蒐集與跟蹤工具，Google 字體因

會收集使用者的個人資料，讓使用字體服務的公司被認定違反 GDPR 而遭到

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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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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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用免費網頁工具的人」提供警告  

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要求，蒐

集任何敏感的個人資訊都必須在網站使用者知情和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如果網

站會蒐集個人資訊，通常會設置一個橫幅（Banner）說明，告知使用者網站正

在蒐集內容，並徵求他們的同意。即使網站資料為動態生成，個人使用者仍有

機會因為 IP 位址的洩漏而能夠被追溯到。 

德國某家公司被德國政府勒令支付 GDPR 罰款，因為它使用了由Google 字

體（Fonts）服務託管的字體，而該字體將其網站使用者的 IP地址傳送給

Google，網站說明卻沒有向客戶揭露任何相關資訊。 

該公司僅被慕尼黑的民事法庭罰款 100 歐元，因為此事件僅是資料保護機構收

到的唯一一件資料洩露投訴，洩露的資料也僅有 IP 位址。但是 IP 位址可用來

做為識別使用者來源的方式，視為是個人資料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該網站不改

善違規行為，GDPR 罰款可能會更加嚴厲。法院還裁定，未來每次涉及 Google

字體服務相關的違規可能會被罰款高達 25萬歐元，以及六個月的監禁。  

此裁決還確定，鑒於 Google 字體提供網站自行存放字體的功能，網站營運上

對免費字體的需求不能援引為對GDPR 罰款辯護的理由。 

如果 Google 字體是唯一的案例，那麼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Google 允許

網站自行管理字體庫，消除與遠端伺服器通訊的需要，同時排除可能受到GDPR

罰款的個人資訊。 

此案件加強了「IP 位址是個人資訊」的說法 

涉及 GDPR 罰款的「嵌入免費服務」相似案例，大都是由擁有大量廣告業務的

科技巨頭所運營，因此「IP 位址的問題」也可能是大型社群媒體公司和網路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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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接下來會面臨的困境，IP 位址可用來識別使用者，對於可從大量來源收集的

社群媒體公司來說可以與其他來源的個資整合。此外，Schrems II 的裁決中

對「跨境個人資料傳輸」提出了特殊的新要求，主要位於美國，並在美國處理

資料的科技巨頭面臨了另一個難題，一旦資料離開歐盟，因違反 GDPR 而受到

罰款的可能就比現在容易得多。  

不僅如此，網站還必須對其服務進行詳細地調查。例如，網站中使用詞彙「開

源」（open source），可能會誤導使用者，以為這些資訊能提供給任何想要

使用的人，而沒有附加條件，因此需做更詳細地描述或是替換成更合適的詞彙。 

相關連結： 

SCOTT IKEDA(2022). Leak of IP Address Via Google Fonts Prompts GDPR 

Fine. CPO Magazine. 

檢自： 

https://www.cpomagazine.com/data-protection/leak-of-ip-address-via-

google-fonts-prompts-gdpr-fine/ (Feb.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企業遭受罰款 

	

#44 摩根大通公開抗量子區塊鏈網路研究 

標題 摩根大通公開抗量子區塊鏈網路研究 

Tags 國際瞭望, 量子計算, 量子電腦, QKD, 區塊鏈 

引言 
美國銀行業巨頭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公佈了能夠抵抗量子計算攻擊

的量子密鑰分發（Quantum Key Distribution，QKD）區塊鏈網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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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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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17 的公告，摩根大通、東芝與 Ciena 合作部署和測試 QKD 區塊鏈。

在公告中寫到「QKD 是目前唯一一種在數學上被證明可以抵禦潛在的量子計

算攻擊的解決方案，其安全保證源自於量子物理定理。」。 

QKD 利用量子力學和密碼學使雙方能夠交換安全資料，並檢測和防禦試圖竊

聽交換的第三方。該技術被視為針對未來量子電腦的潛在區塊鏈駭客攻擊的有

效防禦措施。 

該研究是在大都市進行，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例如，在實際的環境下，為關

鍵任務型應用支援 800Gbps 的資料傳輸速率。證明此概念的網路基礎設施依

賴於東芝的多工 QKD 系統，以及 Ciena 的 Waveserver5 平臺，該平臺配備

了 800 Gbps 光學層加密和開放 API，運行在 Ciena 的 6500 光子解決方案上。 

摩根大通工程師兼 Flare 研究小組負責人 Marco Pistoia 強調了在量子計算進

入市場之前開發安全區塊鏈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這項工作正是我們為持續引

入產質的量子電腦做準備的重要時刻，這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改變區塊鏈和加密

貨幣等技術的安全全貌。」 

摩根大通似乎非常看好元宇宙產業，並且將其標記為「價值一兆美元的機會」。

同時，它們一直加大區塊鏈計劃，例如：第一家在元宇宙中正式成立的銀行，

以及在 Decentraland（基於以太坊區塊鏈的分散式 3D 虛擬實境平臺中）有一

個虛擬休息室。 

相關連結： 

BRIAN QUARMBY(2022). JPMorgan unveils research on quantum 

resistant blockchain network. cointelegraph.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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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currencies/jpmorgan-

unveils-research-on-quantum-resistant-blockchain-network-11052623 

(Feb. 28, 2022)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jpmorgan-unveils-research-on-

quantum-resistant-blockchain-network (Feb.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區塊鏈概念：大數據二進制未來資訊技術，描述加密貨幣區

塊鏈的互連資料區塊。  

	

#45 在 2021 年醫療保健行業的物聯網遭到惡意軟體攻擊的增幅最大 

標題 在 2021 年醫療保健行業的物聯網遭到惡意軟體攻擊的增幅最大 

Tags 國際瞭望, 醫療保健, 惡意攻擊軟體  

引言 

根據 SonicWall 發表的《2021 年 SonicWall 網路威脅報告》，在 2021 年所

面臨的惡意軟體攻擊以三位數的增長超過 6.23 億次，其中研究人員發現醫療

保健客戶的物聯網增加了 71%的惡意軟體攻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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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icWall 發表《2021 年 SonicWall 網路威脅報告》，SonicWall 主要銷

售一系列關於內容控制和網路安全的物聯網設備，該報告之資料是從全球

110 萬個感測器中收集資訊以及 SonicWall 安全系統之間的受到威脅的相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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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SonicWall 網路威脅報告中顯示，在 2021 年所面臨的惡意軟體攻擊

比率以三位數的增長至超過 6.23 億次，其中醫療保健物聯網的惡意軟體攻擊

成功比率是所有類別中最低的，因醫療機構傾向讓設備獨立在高度安全的網

路，使得其他設備無法互相連接。另外，雖然整體的惡意軟體攻擊數量在

2021 年下降 4%，且連續三年數量皆持續減少，但根據報告顯示醫療保健業

所遭受到的惡意軟體攻擊數量大幅增加 71%，佔總體比率約 16.3%，零售業

佔總體比率約 16.4%，教育部門佔總體比率最高約 23%。 

醫療保健的惡意軟體攻擊方式也與以往不同，以往是透過惡意網址進行網路

釣魚、惡意廣告與其他惡意手段進行傳播，但在 2021 年的報告結果顯示，許

多惡意軟體攻擊是透過盜版、破解版和易受惡意軟體攻擊的網站伺服器進

行。 

SonicWall 副總裁 Dmitriy Ayrapetov 表示，儘管惡意軟體攻擊很容易破壞常

規的業務營運，但在醫療保健業等關鍵醫療設施、與生命有關的醫療數據等，若

受到惡意軟體攻擊則會造成極大的影響，相關單位須事先做好準備，利用備份、

分段網路與啟用多重身分驗證等，以降低惡意軟體攻擊。 

相關連結： 

Jessica Davis(2022). Healthcare sector saw largest increase in IoT 

malware attacks in 2021. SC 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iot/healthcare-sector-saw-

largest-increase-in-iot-malware-attacks-in-2021-report-confirms (Feb.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科技化的醫療，保健醫療與網路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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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週期：2022/3/7-3/12 

#46 APWG 第四季度報告：網路釣魚在 2021 年 12 月創下歷史新高，攻擊

次數增加兩倍 

標題 
APWG 第四季度報告：網路釣魚在 2021 年 12 月創下歷史新高，攻擊次

數增加兩倍 

Tags 國際瞭望, APWG, 勒索軟體, 網路釣魚, 趨勢報告 

引言 

APWG(The Anti-Phishing Working Group，反網路釣魚工作小組)的網路釣

魚活動趨勢報告顯示，在 2021 年 12 月發現了 316,747 次網路釣魚攻擊—

—這是 APWG 於 2004 年開始進行其計劃以來觀察到的最高月度攻擊總

數，而自 2020 年初以來，網路釣魚攻擊的數量增加了兩倍。 

摘要 

 

字數: 

834 

網路釣魚的目標行業 

在 2021 年第四季，APWG創始成員 OpSec Security 發現，金融行業成為最

常受到網路攻擊的群體，佔所有網路釣魚的 23.2%，而針對電子郵件和 SaaS

供應商的攻擊仍然很普遍，佔攻擊的 19.5%。此外，以加密貨幣為目標的網路

釣魚也佔了 6.5%。 

大多數勒索軟體攻擊與其他出於經濟動機的網路攻擊相同，它的重點是如何快

速地從企業網路中進行獲利，而不是受害公司本身的特徵，因此勒索軟體受害

者的分佈與行業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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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四季度受勒索軟體影響最大的行業依序是是製造業、零售和批發、

商業服務、建築和醫療保健。  

惡意電子郵件的攻擊方式 

HelpSystems 的 PhishLabs 分析了企業用戶報告的惡意電子郵件，並按威脅

類型進行了分類。其中 51.8%是盜取身分的網路釣魚攻擊；38.6%是基於回應

的攻擊，例如：BEC（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商務電子郵件入侵）、

419（預付費用詐騙）和禮品卡詐騙；9.6%是惡意軟體傳送攻擊。 

Helpsystems 的 Agari 發現，2021 年第四季電匯 BEC 攻擊的平均索取金額為

50027 美元，低於 2021 年第三季度的 64353 美元，下降原因是因為要求超過

10 萬美元的大金額轉帳變少。 

BEC 域名的註冊商分布 

Agari 發現 NameCheap 是網路犯罪分子用來註冊 BEC 攻擊的主要域名註冊

商，佔所有 BEC 域名註冊的一半以上，而 Google 和 GoDaddy 各佔 8%。

NameCheap 是註冊域名最便宜的地方之一，這可能是它受歡迎的一個因素。 

RiskIQ 發現，2021 年第 4 季 APWG 報告的 13947 個網路釣魚 URL 中， 

僅有 1444 個被託管在唯一的泛用型網域上。相比之下，第三季度，有 2649

個網路釣魚 URL 被託管在唯一的泛用型網域上 ，幾乎相差兩倍。 

完整報告： 

https://docs.apwg.org/reports/apwg_trends_report_q4_2021.pdf 

相關連結： 

APWG(2022). APWG Q4 Report: Phishing Hits All-Time High in December 

2021; Attacks Triple Since Early 2020. GlobeNewswire. 

檢自：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

release/2022/02/25/2392052/0/en/APWG-Q4-Report-Phishing-Hits-

All-Time-High-in-December-2021-Attacks-Triple-Since-Early-2020.html 

(Mar. 0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網路攻擊警告警示標誌與在深紅色背景的驚嘆號標誌 

	

#47 烏克蘭號召網路社群抵禦俄羅斯的攻擊 

標題 烏克蘭號召網路社群抵禦俄羅斯的攻擊 



107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攻擊, 駭客, 網路戰 

引言 
烏克蘭政府正向國內的地下駭客組織招募志願者，協助保護國內的重要基礎

設施，並針對俄羅斯軍隊進行網路情蒐任務。 

摘要 

 

字

數：

650 

俄羅斯進攻烏克蘭，據兩名參與此計畫的人員指出，烏克蘭政府正在國內招募

駭客自願協助保護關鍵基礎建設，並對俄羅斯部隊執行網路間諜任務。 

隨著俄羅斯軍隊攻擊烏克蘭全國各地城市，許多居民紛紛逃離首都基輔，24 日

早上開始，各大駭客論壇開始出現徵求志願者的貼文。 

貼文寫道：「烏克蘭網民們！是時候參與我國網路國防了」，並請駭客和資安

專家透過 Google 表單提出申請，要求他們列出自己的專長，像是研發惡意軟

體等。 

基輔一家資安公司 Cyber Unit Technologies 共同創辦人 Yegor Aushev 告訴

媒體，國防部一名高階官員與他聯繫，要求他發布貼文。其公司以與烏克蘭政

府合作保衛關鍵基礎建設聞名。 

烏克蘭國防部代表並未回覆媒體是否真實。烏克蘭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名官員

表示，「我無法確認或否認來自 Telegram 頻道的訊息」，並拒絕進一步回應。 

Aushev 指出，參與計畫的自願者，會分成防禦小組與進攻小組。其中防禦小

組的目標是防止基礎設施因網路攻擊而遭破壞，像是發電廠、供水系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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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一次網路攻擊中，造成 22 萬名烏克蘭人失去電力供應，這一事件被

廣泛認為是俄羅斯駭客所做。而進攻小組的目標則是協助烏克蘭軍隊，針對俄

羅斯軍方進行網路間諜行動。 

據電腦安全公司 ESET 的研究人員稱，在烏克蘭發現了一種新型破壞性軟體，

攻擊了數百台電腦。俄羅斯被懷疑，它一再被指控對烏克蘭和其他國家進行網

路攻擊。受害者包括政府機構和一家金融機構。俄羅斯卻否認了這些指控。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一名烏克蘭官員表示，烏克蘭目前沒有專門的軍事網路

部隊。「我們的任務是在今年創造出它們」。 

Aushev 說，他已收到了數百名自願者申請，並將開始審查名單，確認沒有俄

羅斯間諜。 

相關連結： 

Joel Schectman and Christopher Bing(2022). Ukraine calls on cyber 

community to defend against Russian attacks. REUTERS. 

檢自： 

https://globalnews.ca/news/8646011/ukraine-cyber-attacks-russia-

invasion/ (Mar. 0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透過網路社群，即是人與人的連接 

	

#48 獨立市場研究分析師表示， Wi-Fi 6E 技術可能會被跳過 

標題 獨立市場研究分析師表示， Wi-Fi 6E 技術可能會被跳過 

Tags 國際瞭望, WiFi 6E, 供應量 

引言 
Dell'Oro Group 表示，由於產品數量的供應問題，可能導致直接跳過 WiFi 

6E，許多企業極可能會延遲升級設備可搭配網路的速度，直到 WiFi 7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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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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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WiFi 6 是 Wi-Fi 聯盟 Wi-Fi Alliance，WFA）以 IEEE 802.11 標準創建的第六

代無線網路技術，改良 MU-MIMO 技術，能夠最多與 8 個裝置連接、同時通

訊與傳送多批資料，最高速率可達 9.6Gbps。隨後推出增強版 WiFi 6E，WiFi 

6E 除了支持 2.4GHz 與 5GHz頻段，還支持 6GHz頻段，可使用 14 個 80MHz

通道，7 個 160MHz 通道。而 Wi-Fi 7 預計基於 802.11be 標準，達成速度

30Gbps，使用 2.4GHz、5GHz 及 6GHz 三個頻段，並強化協同使用，以獲

得更大的頻寬。 

Dell'Oro Group 是由一群曾在各行業擔任高級職務的管理人員和高級分析師

所組成的市場研究公司，此團隊主要在領先的設備和零組件製造商進行業務分

析。Dell'Oro Group 表示，雖然陸續皆有製造商推出適用於 WiFi 6E 的產品，

但這些產品通常不流行且供應量有限，加上如今半導體零組件供應量短缺，導

致供應商傾向將資源集中在銷售量較佳的產品上。根據 Dell'Oro Group 的分

析，供應商認為至 2022 年底半導體零組件的供應量才有所緩解，加上 WiFi 7

預計於明年推出，代表許多企業極可能會延遲升級設備可搭配的網路，直到

WiFi 7 推出。 

儘管 WiFi 6E 已在 2021 年取得美國、英國、智利、韓國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等國家允許使用 6GHz頻段，但不同國家所提供的頻譜不盡相同，且目前公用

事業、公共安全等已有一些服務應用 6GHz頻段，不允許其他無線網路干擾。 

由以往的分析來看，在新一代 WiFi 標準最終定案前，製造廠商就已經開始在

銷售設備，因此 Dell'Oro 即可預測出貨量，但至目前為止 Dell'Oro 無法分析

出關於 WiFi 6E 設備的出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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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Dan Robinson(2022). Chip supply problems might mean Wi-Fi 6E is 

skipped over for Wi-Fi 7, says analyst. The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2/07/chip_supply_problems_may_a

ffect_wi_fi_6/ (Mar. 0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一群人使用 Wi-Fi 上網 

	

#49 奈及利亞是否擁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網路 

標題 奈及利亞是否擁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奈及利亞, 網際網路 

引言 

奈及利亞於 2019 年曾提出防止網際網路虛假和操縱法案，賦予允許當局關閉

網際網路對社交媒體的連線與限制民眾言論自由。此法案的形成不只挑戰網

際網路聯網方式，對市民與媒體的數位版權、正義、自治、透明度皆造成危

險，值得探討在法案通過後奈及利亞是否有擁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網路。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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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於 2019 年曾提出防止網際網路虛假和操縱法案（Protection from 

Internet Falsehood and Manipulations Bill），試圖將使用社群媒體散佈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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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或惡意訊息訂為犯罪，賦予允許當局關閉網際網路對社群媒體的連線

與限制民眾言論自由。此法案的形成不只挑戰網際網路連線方式，對市民與

媒體的數位版權、正義、自治、透明度皆造成危險，值得探討奈及利亞是否

擁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網路。 

近幾年社會正義運動的興起，社會正義有著社會道德及社會評價的特性，認

為只有在正義的社會下，政治正當性、政權合法性才有真正基礎，其聯合各

地之文化、政治、種族、宗教界線等，要求各政府機構能為每一個人擁有公

平的司法分配與權力。而社群媒體成為正義運動中的一種工具，加上現今網

際網路的推動下，社群媒體引起全球的關注，成為反對政府和菁英團體的議

論集聚地。 

在民主國家認為，社群媒體是言論自由與獨立思想的工具，藉由社群媒體使

政府關注以改善現狀。在集權國家則會立法，試圖將這些錯誤訊息、仇恨言

論、詐騙、種族主義、極端主義等言論藉由網際網路技術控制。這種集中式

監控問題在於網際網路本身的設計，網際網路是適用於所有人，確保對於任

何想要它們的人來說都是平等的，無論其地理、階級、種族、宗教或文化。 

不幸的是，奈及利亞以「損害國內企業生計」為由在 2021 年 6 月對推特

實施七個多月的禁令，這暗示實施反社群媒體法案的前景。 

相關連結： 

Emmanuel C. OGU(2022). Nigeria Needs a Network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InternetSociety. 

檢自： 

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blog/2022/02/nigeria-needs-a-

network-that-works-for-everyone/ (Mar.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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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 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網路上網 

	

#50 美國 CISA 官員為機構制定採納零信任安全政策的指引 

標題 美國 CISA 官員為機構制定採納零信任安全政策的指引 

Tags 國際瞭望, 安全政策, 零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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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正在為美國聯邦機構制定如何有效地採納「零信

任」安全策略的指引。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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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安全電訊諮詢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Telecommunic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NSTAC)會議中，隸屬於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CISA)利害關係人參與

部門的副助理主任 Trent Frazier 告訴白宮產業顧問小組，CISA 正在對他所謂

的技術路線圖進行最後的潤飾，這將使去年發布的網路安全行政命令，轉為

要求資安相關作業時採用零信任安全架構的基礎。 

拜登政府的行政命令，使得 CISA 和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等聯邦機構對於「零信任」展開了一連串

的任務，OMB向各機構發布了具體的行政命令，並在 1 月份拍板定稿。 

Frazier 提到，由於俄羅斯軍隊正在入侵烏克蘭，導致緊張局勢的上升，總統

的策略將使各機構能保護自己，並協助其他公共和私營部門的組織因應可能

會因為此次衝突造成的網路攻擊。 

「零信任 」之定義 

在同一個會議上，NSTAC 成員一致批准了一份讚揚了拜登將各機構轉移到

「零信任」態勢計劃的報告，即使它提出了 20 條改進建議，報告說明該計

劃，特意限縮範圍至僅涵蓋僅兩年半內的直接行動，可能會形成不完整的實

驗。 

零信任身分管理小組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Mark McLaughlin 說，網路安全的提

升和拜登政府內部對這零信任概念的接受，對聯邦企業內部和外部都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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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發展。「我們相信，對此概念的持續關注可以為網路安全帶來變革。包

括總統行政命令在內的高階政策文件不斷講述零信任的重要性，使得全國各

企業的董事會和資訊安全團隊開始重視對零信任的認識和採納。」 

CISA 文件的目的是協助機構的資訊長和資安長採納政策界被認定是有前途的

安全概念，在資安社群卻有不同的聲音。 

「零信任」的支持者認為，一個組織保護其系統和數資料的最佳方式是將每

項資產和員工都視為可能已被入侵，它不強調傳統的網路安全邊界，如防火

牆，而是強調嚴格的存取政策、身份檢查，注重保護與隔離網路中高價值的

資料。 

反對者認為，「零信任」僅是個標籤，即使在企業董事會和其他先前忽視投

資網路安全的管理階層中獲得了相當大的支持，它只是代表了對現有安全理

念的重新包裝，成為網路安全技術行業的一個行銷術語，利用其含義的模糊

性，這標籤被貼在無數個產品上，但卻不管它們最後是否與「零信任」相

關。 

相關連結： 

Derek B. Johnson(2022). CISA official floats zero trust roadmap for 

agencies. SC 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cloud-security/cisa-putting-

finishing-touches-on-zero-trust-roadmap-for-agencies (Mar.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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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互相握手代表信任，並有安全政策相互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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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週期：2022/3/14-3/19 

#51 俄羅斯的網路策略促使 FCC解決網路路由安全問題 

標題 俄羅斯的網路策略促使 FCC 解決網路路由安全問題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威脅, 網路安全 

引言 

因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批准了一份關於安全使用網際網路路由系統，邊界閘道

通訊協定（Border Gateway Protocol，BGP）的調查通知。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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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發布的新聞稿稱：「上週，國土安全部發布通知

警告美國各級組織，可能要面臨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而帶來的網路威脅，

這份通知將開始調查網際網路全球路由系統的漏洞。還將調查漏洞對於使用電

子郵件、電子商務、銀行交易、網路語音協議和電話傳輸數據的影響，以及如

何有效地應對這些挑戰。」 

與殭屍網路（一群被惡意軟體感染後受到遠程控制的設備）一起使用時，BGP

可以被操縱來執行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就像最近在烏克蘭所經歷

的。美國將這些 DDoS 攻擊歸咎給俄羅斯。FCC 的通知解釋了對手如何利用

BGP 的漏洞來重定向流量和竊取資料。該機構引用了 2017 年的報告，報告顯

示美國科技和金融公司竟有可疑流量通過俄羅斯的電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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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通知列出了多年來委員會內部和外部為建立 BGP 的使用安全所做的各種努

力。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IST）、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ETF）、網

際網路協會（ISOC）和 FCC 的通訊安全性、可靠性與互換操作性委員會

（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Reliabil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Council ，

CSRIC）都記錄了解決與協議相關的安全風險的最佳做法，但網際網路服務供

應商還沒有完全落實。 

FCC 表示:「雖然工作已經展開，但從目前資訊看來，由於是採各自意願部署，

許多獨立管理的網路因為沒有採用仍然很脆弱。」 

通知中寫到：「我們想知道網路營運商對於邊界閘道協議安全性（BGPsec）的

路由器，部署到他們網路中的支持度。BGP 的安全擴展規範 BGPsec 於 2017

年發佈，儘管 BGP存在已知的漏洞，但 BGPsec 卻沒有被廣泛部署。為什麼網

路營運者沒有採取更積極的措施來採用 BGPsec 呢？是否有甚麼阻礙和擔憂，

才導致不採用 BGPsec？BGPsec 路由器的引入，在網際網路代管服務間會引

發多嚴重的相容性或延遲問題?」 

委員會還依其監管網路安全路由的權限尋求各方意見，不只有線和無線網路服

務提供商，還包括網際網路交換中心（Internet Exchange Point，IXP）、互

聯 VoIP 提供商（interconnected VoIP providers）、內容傳遞網路營運商

（operators of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雲端服務供應商(Cloud Service 

Providers)以及其他企業和組織利害關係人。 

相關連結： 

Mariam Baksh(2022). Russia’s Cyber Tactics Are Prompting the FCC to 

Address Internet Routing Security. Nextgov. 

檢自 ： https://www.nextgov.com/cybersecurity/2022/03/russias-cyber-

tactics-are-prompting-fcc-address-internet-routing-security/362616/ 

(Mar.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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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解決問題分享想法 

	

#52 參議院通過網路安全法案，強制組織報告網路攻擊和贖金支付 

標題 參議院通過網路安全法案，強制組織報告網路攻擊和贖金支付 

Tags 國際瞭望, CISA, 關鍵基礎建設, 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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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國參議院批准了新的網路安全法案，強制營運關鍵基礎設施的組織在 72 小時內

向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報告網路攻擊，並在 24 小時內報告勒索贖

金付款。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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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美國資安法案（Strengthening American Cybersecurity Act）目的是使聯邦政

府的網路安全現代化，它結合了「網路事件報告法」、「2021 年聯邦資訊安全

現代化法」和「聯邦安全雲端改進和就業法」。 法案修改了機構向國會報告網

路事件的門檻，並賦予 CISA 更多權力，以確保它是負責回應聯邦民用網路安

全事件的主要機構。 

此次立法是很重要的里程碑，它確保美國能夠反擊網路犯罪分子和外國對手。

目標是使 CISA 成為關鍵基礎設施營運商和民間機構的溝通管道，回應並負責

協助他們恢復重大網路漏洞且減輕駭客攻擊對營運的影響。此將有助於銀行、

電信網路、供水網路和運輸系統等關鍵基礎設施能夠在網路遭到破壞時迅速恢

復，並為美國人民提供基本服務。 

該法案還授權五年的聯邦風險和授權管理計劃（FedRAMP），以確保政府能夠

快速安全地採用雲端端技術，以改善營運和效率。該法案試圖簡化聯邦政府網

路安全法，以改善聯邦機構之間的協調並釐清責任歸屬，同時，要求所有民事

機構向 CISA 報告所有網路攻擊。 

CyberSaint 聯合創始人 Padriac O'Reilly 指出，當前的網路安全形勢已削弱了

某些關鍵基礎設施營運部門長期以來對 72 小時事件報告的抵制。該法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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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於預算的風險分析和基於指標的網路方法來改善網路安全，而這正是時下

的根本需求。 

相關連結： 

Jonathan Greig and Staff Writer(2022). Senate passes cybersecurity act 

forcing orgs to report cyberattacks, ransom payments.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senate-passes-cybersecurity-act-

forcing-critical-infrastructure-orgs-to-report-cyberattacks-ransom-

payments/ (Mar. 1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系統被勒索軟體鎖定的筆記型電腦 

	

#53 全面無密碼的未來尚未來臨 

標題 全面無密碼的未來尚未來臨 

Tags 國際瞭望, 驗證, 網路安全, 無密碼 

引言 
長期以來，設定密碼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帳戶資料，但同時也成為資料安全保

護機制中的一項弱點，造成許多安全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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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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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設定密碼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帳戶資料，但同時也成為資料安全保護

機制中的一項弱點，造成許多安全性的問題。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越來越

多工作是在網際網路上進行，導致一個人擁有無數多個需要密碼的帳號。 

SpyCloud 是一間以保護企業免受帳戶盜取、惡意軟體和勒索信件的侵害，並

保護客戶免受詐騙的公司。在 3 月 2 日由 SpyCloud 所發布的一份報告中，

研究人員發現雖然網路安全議題時常出現在報章媒體進行宣導，但許多用戶

還是習慣使用簡單的數字或生日來當作自己的密碼，且多個帳號皆使用相同

或相似的密碼。此外，2022 年 SpyCloud 身份暴露報告也顯示，70%已被

洩漏的密碼還繼續被使用，64%的用戶重複使用多個帳號的密碼。 

同樣也是資安業者的 Lookout 最近公布一份報告中，公佈暗網上最常見的密

碼列表，前三名分別是 123456、123456789、Qwerty。 

來自於 SpyCloud 和 Lookout 等公司的報告皆顯示密碼所帶來的問題，因此

企業 Microsoft 主導提出零密碼的未來，主張應放棄使用密碼，並利用其他

方案進行身分驗證，例如:生物識別技術驗證、電子郵件驗證碼等。事實上，

這些技術早存在多年且已在使用，但使用者的使用習慣並未改變，普遍的使

用者認為為何要盜取我的帳戶，沒有重要的資料可以盜取等等觀念，並非所

有的人都想邁出「舒適圈」，造成全面無密碼的未來還尚未來臨。 

相關連結： 

Jeff Burt(2022). The zero-password future can't come soon enough. 

TheRegister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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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3/02/passwords-weak-security-

link/?td=keepreading-btm (Mar. 1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筆記型電腦上的密碼安全存取通知 

	

#54 ICANN 提案：頂級域名運作模式研究 

標題 ICANN 提案：頂級域名運作模式研究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需求建議書, DNS, gTLD 

引言 

ICANN組織發佈了一份需求建議書（Request for Proposal，RFP），以開

拓一項全球研究，此研究重點關注域名系統（DNS）的多樣性和創新，以持

續為網路使用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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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意識到，隨著網路發展的下一篇章將納入更多部份的世界人口，對全

球網路社群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2012 年啟動的通用頂級網域名稱

（Generic top-level-domain，gTLD）計劃，使社區、政府、企業等組織能

夠申請營運 gTLD，此次擴展允許使用者設置其語言、地理位置、身份、社區

或品牌一致的文字，藉此鼓勵更具策略性的網路使用。 

透過計劃，gTLD 的數量從 22 個增加到 1250 多個，其中包括 97 個非 ASCII

文字，然而各區域的參與度仍不平衡。預計未來大多數新的用戶將來自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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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和拉丁美洲地區，為這些地區的使用者提供服務時，需要特別的關注

涉及當地語言的數位內容。 

因此，擬議的研究將提供相關的事證資訊，包括：運作模型、使用者要求、DNS

中運行 TLD 相關的因素。這些成果將幫助 ICANN 瞭解制定開放下一輪 gTLD

申請規則和程序時需要考慮的資訊，以支援 DNS 的多樣性和創新，同時保持

DNS 的安全性、穩定性和彈性。 

相關連結： 

ICANN(2022). ICANN Request for Proposal: Top-Level Domain Operating 

Model Study.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details/icann-request-for-

proposal-top-level-domain-operating-model-study-04-03-2022-en 

(Mar.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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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 域名概念圖 

	

#55 烏克蘭危機：最新的網路攻擊「雨刷」 

標題 烏克蘭危機：最新的網路攻擊「雨刷」 

Tags 國際瞭望, 俄烏戰爭, 網路攻擊, 網路安全, DDoS 

引言 
烏克蘭不斷遭受網路攻擊，烏克蘭政府稱這次攻擊與之前相比，完全是不同

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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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年第三次針對烏克蘭的網路攻擊，這次是最為複雜的「雨刷」攻擊，

此種新的攻擊方式能夠破壞受感染電腦上的資料。 

受攻擊當下，英國網際網路監管安全監督組織 NetBlocks 在 Twitter 上發佈

了關於此次斷網的訊息，並稱這起事件「似乎與最近的分散式阻斷服務

（DDoS）攻擊一致」。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的目的是通過向網站

發送大量請求，直到網站崩潰，促使網站癱瘓離線。 

複雜的「雨刷」攻擊 

ESET 和賽門鐵克（Symantec）的網路安全專家表示，他們記錄下了一種惡

意軟體使用複雜的「雨刷」針對電腦系統發起的第二種攻擊。 

ESET 研究人員宣布，他們發現一種出現在烏克蘭的新型資料消除軟體，他們

將其命名為HermeticWiper。ESET 遙測顯示，該惡意軟體已被安裝在該國數

百台機器上。」 

該團隊表示，惡意軟體的創建時間為 2021 年 12 月 28 日，這意味攻擊烏克

蘭的計劃可能從那時已經開始了。 

多次 DDoS 攻擊 

此次攻擊的前一週，類似的攻擊導致中國少數網站斷線。 

英國和美國的網路監管當局將此次攻擊歸於收到克里姆林宮直接命令的俄羅

斯駭客，但是其否認參與其中，也沒有俄羅斯官方公開表明最近的襲擊是出

於他們。 

今年 1 月，烏克蘭政府直指俄羅斯策劃了一波 DDoS 攻擊，以及規模較小、

技術較不先進的「雨刷」攻擊。一些受感染的網站，出現警告要烏克蘭人

「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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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戰爭」 

在烏克蘭發出求助電話後，歐盟宣布將在歐洲各地部署一個網路快速反應小

組（Cyber Rapid-Response Team，CRRT）。目前還不清楚由六個志願國

家組成的專家團隊是否開始幫助防禦最近的襲擊。 

作為俄羅斯所謂的「混合戰爭」戰術的一部分，DDoS 攻擊已被用於各種戰

役中，將網路攻擊與傳統軍事活動結合。 

在 2008 年和 2014 年，DDoS 攻擊分別襲擊了喬治亞共和國和克里米亞半

島。 

歐盟、英國和烏克蘭指責俄羅斯政府駭客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對變電所發動

攻擊，導致大範圍停電。 

美國、英國和歐盟也指責俄羅斯發動了破壞性極大的 NotPetya「雨刷」攻擊

（2017 年歐洲爆發大規模網路安全事件，網路系統受到攻擊，陷入癱瘓，相

關用戶被要求支付 300 美元的加密數位貨幣以解鎖電腦）。該攻擊始於烏克

蘭，但蔓延至全球，對歐洲、亞洲和美洲的資訊系統造成了數十億美元的損

失。 

但莫斯科否認自己是此次襲擊的幕後黑手，並稱這種說法是「恐俄」心態。 

雨刷是一種惡意軟件，它會故意刪除電腦上的文件，並導致電腦無法啟動。 

相關連結： 

Joe Tidy(2022). Ukraine crisis: 'Wiper' discovered in latest cyber-attacks. 

BBC. 

檢自：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60500618 (Mar. 1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使用電腦進行網路攻擊，網路安全需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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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週期：2022/3/21-3/26 

#56 90% 的最貧困人口無法使用可靠的網際網路 

標題 90% 的最貧困人口無法使用可靠的網際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網際網路, 有意義連接 

引言 
可負擔網路聯盟 A4AI 於 2022 年 2 月 27 日發布「推進有意義的連接：邁向積

極和參與的數位社會」。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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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表示，

儘管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使得人們更依賴上網，但全球仍有超過世界人

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約 29 億人從未使用過網際網路。 

可負擔網路聯盟（Alliance for Affordable Internet，A4AI）於 2022 年 2 月

27 日發布「推進有意義的連接：邁向積極和參與的數位社會」（Advancing 

Meaningful Connectivity: Towards Active and Participatory Digital 

Societies），此份報告主要探討九個低、中等收入國家，包含哥倫比亞、迦

納、奈及利亞、肯亞、莫三比克、南非、盧安達、印度、印尼，使用手機進

行調查，以估計每個國家擁有「有意義連接」的人數。該組織將「有意義的

連接」（meaningful connectivity）定義為當人們每天可以使用具有足夠資

料和快速連接的設備，使用網際網路時，即達成有意義的連接。 

計畫主持人 Teddy Woodhouse 的報告中顯示，在哥倫比亞，雖然三分之二

的人可以連上網路，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擁有「有意義的連接」。在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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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五分之一的人可以存取網路，但 160 人中僅有 1 人擁有「有意義的連

接」，並且男性的比率比女性多，該聯盟表示，即使在南非和哥倫比亞等性

別差距已經縮小的國家，這些差異也確實存在。 

A4AI 也呼籲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服務提供商應提供 4G，認為這是達成「有意

義的連接」的最低門檻。隨著各國政府從 Covid-19 疫情中汲取教訓，制定寬

頻政策和數位事項，「有意義的連接」為此提供一個框架，期望能對個人生活帶來

改變。 

相關連結： 

Dann Okoth(2022). Reliable internet unavailable for 90 pct of poorest. 

Scidev.net 

檢自：https://www.scidev.net/global/news/reliable-internet-unavailable-

for-90-pct-of-poorest/ (Mar. 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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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人們使用電腦 

	

#57 Twitter 推出 Tor 版本網站服務，允許俄羅斯用戶繞過網際網路封鎖 

標題 Twitter 推出 Tor 版本網站服務，允許俄羅斯用戶繞過網際網路封鎖 

Tags 國際瞭望, Twitter, Tor 

引言 

俄羅斯為了報復歐美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媒體的封鎖與管制，俄羅斯聯邦通

信、資訊科技和大眾傳媒監督局（Roskomnadzor）宣布封鎖多家社群媒體和外

媒。Twitter 為了讓俄羅斯用戶依然可以使用，推出一個可以繞過俄羅斯監控和

審查的「Tor 洋蔥服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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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俄羅斯為了報復歐美等西方國家對

俄羅斯媒體的封鎖與管制，俄羅斯聯邦通信、資訊科技和大眾傳媒監督局

（Roskomnadzor）宣布封鎖多家社群媒體和外媒，包括 Twitter、Facebook、

CNN、BBC 等，試圖控制對於烏俄戰爭的一切言論。Twitter 為了讓俄羅斯用

戶依然可以使用，推出一個可以繞過俄羅斯監控和審查的「Tor 洋蔥服務」網

站。Twitter 的新 Tor 是基於 Enterprise Onion Toolkit 的一個版本，且 Tor 的

網站是以.onion 作為頂級網域名稱，而非.com。 

網路安全研究員 Alec Muffett 是該項目的幕後推手，協助 Twitter 打造洋蔥路

由器（The Onion Router，Tor）。Tor 是一實現匿名通訊的軟體，此軟體藉

由全球志願者所組成的逾 6000 個中繼站來傳遞資訊，隱藏使用者的身分與位

置，以執行匿名通訊，目的是為了保護使用者隱私與言論自由。因 Tor 有不受

監控和審查的特性，因此有許多非法活動使用 Tor 進行，使得 Tor 被稱為「暗

網」。 

Muffett 表示，自 2014 年開始，社群媒體平台正逐漸投入使用 Tor，他也曾幫

助 Facebook 推出了 Tor 服務。截至 2016 年，Facebook 表示使用 Tor 訪問

其平台的人數已超過 100 萬人次。 

Twitter 不願透漏 Tor 的及時推出與俄羅斯所展開的報復封鎖有直接相關，但

Twitter 發言人表示，正在努力讓使用者能夠使用 Twitter，並且列為待改進之

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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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Carly Page(2022). Twitter launches Tor service allowing users in Russia to 

bypass internet blocks. Techcrunch.  

檢自： 

https://techcrunch.com/2022/03/09/twitter-tor-bypass-blocks/ (Mar. 1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Twitter 商業標誌 

	

#58 DNSSEC 問題使斐濟網域離線 

標題 DNSSEC 問題使斐濟網域離線 

Tags 國際瞭望, DNSSEC, 斐濟, 斷線 

引言 
在 3 月 8 日因設定錯誤的緣故，許多使用者無法存取斐濟的國碼頂級網域內

的多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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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flare 觀測到其客戶於 3 月 8 日凌晨存取.com.fj 屬性型域名的 HTTP

流量幾乎下降了大約 40%，流量下降的情形持續到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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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時間，有些用戶成功訪問了.fj 主機，但卻有些用戶無法訪問。斐濟新

聞網站報導了此斷線問題，並指出影響包括沃達豐（Vodafone）的 M-

PAiSA 應用程式（可經由手機進行匯款、轉帳、付款的行動支付服務），使

得用戶無法進行金融交易。 

使用 Cloudflare 解析器 1.1.1.1 服務（免費的域名解析服務）查詢.com.fj域

名的流量，在凌晨過後也開始顯著上升，意味著人們遇到了關於.fj域名伺服

器的問題。 

從以上描述可知，該問題與網域名稱系統（DNS）相關，而不是單純網路連

線的問題，Hacker News 評論中有人提出該問題可能與網域名稱系統安全擴

充程式（DNSSEC）相關。經進一步調查，驗證了問題出現在 .fj 國家及地區

頂級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ccTLD）的 DNSSEC 記錄有

誤。 

Cloudflare 學習中心的文章解釋了 DNSKEY 和 DS 記錄兩者間的關係：「DS

（Delegation Signer）記錄用於驗證 DNSSEC 子區域（child zone）的真實

性。父區域（parent zone）上的 DS 私鑰紀錄包含其子區域簽署金鑰（Key 

Signing Key，KSK）的雜湊。因此，DNSSEC 解析器可以透過 KSK 的雜湊紀

錄來驗證子區域的真實性，並與父區域的 DS 記錄進行比較。」 

最終調查結果為在 3 月 8 日清晨前後，斐濟網際網路頂級域.fj 的數位簽章沒

有使用位在根域(root zone)的 DS 紀錄密鑰，可能是因為.fj 的管理機構未先

檢查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是否有在最新的根域檔案內新增 DS 紀錄密鑰的狀況下，便使用此組

密鑰簽署所導致的。（IANA 可與頂級網域名稱(Top-level Domain, TLD)的

營運商聯繫，並指示其更新或變更根域檔案的版本。） 

DNSSEC 作為問題的根本原因，與Hacker News 上的評論一致，若解析器採

用嚴格驗證 DNSSEC 模式的用戶會收到錯誤，相反的，採用較不嚴格驗證的

用戶就能存取網站。這樣的結果導致有些人能夠訪問 .fj 網站，其餘的人則不

能。 

結論 

Cloudflare 進一步分析顯示，在當天下午兩點左右 DS 進行了更新並解決了

此問題。當 DNSSEC 網域名稱的設定檔出現錯誤時，可能會導致該區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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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應用程式存取出現問題。但當錯誤發生在國碼頂級域名級別時，其影

響更為顯著。不幸的是，這種情況似乎經常發生。 

相關連結： 

David Belson(2022). DNSSEC issues take Fiji domains offline. The 

Cloudflare Blog. 

檢自： 

https://blog.cloudflare.com/dnssec-issues-fiji/ (Mar. 1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訊號斷線 

	

#59 元宇宙對網路配置的要求 

標題 元宇宙對網路配置的要求 

Tags 國際瞭望, 元宇宙, 虛擬實境, Meta 

引言 

Meta 正在大舉投資一個新平臺，它可以託管遊戲設計師和其他人推出的虛擬

實境應用程式。 Meta 首次宣布將解決元宇宙問題時，人們認為該公司已不

再設計遊戲，但該公司轉而開發能使用線上虛擬實境的技術。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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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這然聽起來可能很遙遠，但我們即將看到基於網路的虛擬實境。已經有一

些很棒的虛擬實境軟體和遊戲，但是虛擬實境轉移到網路將是一個技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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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飛躍，因為來自任何地方的人們可以一同參與遊戲。Meta 表示，

Metaverse 需要一些關鍵技術提供支援。 

1. 快速的對稱寬頻速度：不僅是 1Gb 的頻寬，而是需要更快的速度

來傳輸創建虛擬實境世界所需的大量資料。 

2. 低延遲，低於 10 毫秒：現今的「最後一哩路」（Last Mile，從

電信服務提供商的機房交換機到用戶電腦等終端設備之間的連

接）光纖網路的速度在這個範圍內。但 Meta 不僅在談論「最後

一哩路」，還談論將用戶連接到雲端的「中段網路」（Middle 

Mile）。 

3. 更高解析度的影片 ：4K 的解析度不足以傳達創建虛擬實境世界

所需的畫素。 

4. 影片壓縮技術：需要可以即時壓縮大量資料，且可以在不增加訊

號延遲的情況下解壓縮的技術。 

5. 需要實體間的網路合作，使所有內容傳輸能即時協同工作：目

前，流量優化是由網路營運商完成，而內容供應商則進行自身產

品的最佳化。Metaverse 將需要優化一條即時整合的網路，能適

用於元宇宙的應用。 

6. 元宇宙軟體必須能夠因地制宜：雖然元宇宙系統專為高頻寬、低

延遲的光纖客戶而設計，但必須能夠適應本地端的網路條件。 

7. 缺點：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

需要願意提供快速的雙向流量，以使 Metaverse 能在用戶的家

庭中運行。  

這聽起來可能都遙不可及，但 Meta 已經有了在實驗室中的概念原型。「最

後一哩路」的光纖製造商現在使用提供 10Gb對稱寬頻的 XGS-PON。新的

「中段網路」路線，300Gigabit 的線路延伸至越來越多的城市。 

而美國計劃讓各種 ISP 在未來幾年內建造光纖網路，以連接近 5000 萬戶家

庭。只有當世界上有足夠多的人連接到快速的光纖時，元宇宙和線上的虛擬

實境才可能成真。  

相關連結： 

Doug Dawson(2022). Network Requirements for the Metaverse. 

CircledID.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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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312-network-requirements-for-the-

metaverse (Mar. 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 Metaverse 和區塊鏈概念。 享受虛擬世界體驗的人。 

	

#60 ICANN 擴展 DNSTICR 以監控與俄烏戰爭相關的用詞 

標題 ICANN 擴展 DNSTICR 以監控與俄烏戰爭相關的用詞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威脅, 網路安全, ICANN, DNSTICR 

引言 

當 COVID-19 大流行和俄烏戰爭等全球事件引起世界的關注時，有心人士便

趁機潛伏在幕後，尋求創新的方式來混淆、誘導毫無戒心的民眾存取惡意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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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COVID-19 大流行和俄烏戰爭等全球事件引起世界的關注時，有心人士便

趁機潛伏在幕後，尋求創新的方式來混淆、誘導毫無戒心的民眾存取惡意網

站。 

為了應對這些威脅，ICANN技術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OCTO）發起「域名安全威脅資訊蒐集與通報」（ Domain Name 

Security Threa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Reporting，DNSTICR）系統，

以報告與 COVID-19 相關網域名稱系統（DNS）對負責相關網域註冊機構的

安全威脅。DNSTICR 是一個功能強大、語言全面、可靠且可複製的系統，旨

在專門搜索與 COVID 相關字語的網路釣魚或惡意軟體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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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正將英語、烏克蘭語、俄語、波蘭語和其他適當語言的用詞添加到 

DNSTICR 觀察列表中，以搜索與俄烏戰爭相關的惡意域名註冊。當發現惡意

證據時，將報告發送給相應的註冊機構。 

相關連結： 

Doug Dawson(2022). ICANN Expands DNSTICR to Monitor Terms 

Related to Russia-Ukraine War.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details/icann-expands-

dnsticr-to-monitor-terms-related-to-russia-ukraine-war-09-03-2022-en 

(Mar. 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網站域名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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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週期：2022/3/28-4/2 

#61 網域名稱安全：零信任中未充分利用的網路安全策略 

標題 網域名稱安全：零信任中未充分利用的網路安全策略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安全, 零信任 

引言 
網域名稱安全是早期幫助減少網路攻擊的關鍵部分，也是零信任模型中的第一

道防線。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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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網路安全暨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的說法，大多數網路攻擊，包括

勒索軟體和商務電子郵件入侵（BEC）都是從網路釣魚開始的。每年因勒索軟

體造成的損失超過數十億美元，大多數防範勒索軟體的措施並不能充分預防網

路釣魚，因為它們並沒有網域安全措施來保護常見的網路釣魚攻擊。 

不法分子利用公司域名進行惡意攻擊的情況不斷增加。研究顯示，網路釣魚和

相關惡意軟體攻擊通常發生在： 

   1. 被破壞或搶奪的合法域名 

   2. 惡意註冊相似的合法域名，混淆使用者 

   3. 透過電子郵件欺騙 

調查顯示網路上包含品牌名稱的域名 10 個中超過 7 個是假的 

侵權域名中含有品牌名稱是造成消費者被欺騙和散佈錯誤消息的安全隱憂。提

供域名管理和品牌保護服務的數位品牌服務公司 CSC，在過去的三年裡，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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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資料並發表了關於域名的研究結果，這些域名的 URL 中含有知名品牌名稱，

或使人困惑的相似域名，但這些域名都是歸第三方擁有。 

通常這些可疑或惡意註冊的域名，目的是利用消費者對目標品牌的信任，發起

網路釣魚攻擊、知識產權侵權或其他形式的數位品牌濫用，從而導致收入損失、

流量轉移和品牌聲譽下降，網路釣魚者和惡意第三方可以使用幾乎無窮無盡的

域名欺騙戰術和多種域名排列。 

研究發現，以品牌名稱（包括相似域名） 註冊的域名，有 70%以上都不是品

牌所有者註冊的。這些域名中有一到三分之二都配置了 MX記錄（設定 MX 紀

錄後可使用自己的網域名稱為電子郵件地址），使得犯罪者能夠使用電子郵件

釣魚。 

域名安全情報就是力量 

域名安全情報是防止各種網路攻擊的第一道防線。企業關鍵決策者蒐集和共享

的資訊與情報越多，就會使得網路犯罪者入侵品牌域名的機會越少。在這個數

位經濟時代，駭客可以通過簡單的釣魚行動，入侵網路獲取憑證，因此，保護

網站、電子郵件、應用程式等的網域名稱是非常重要的。 

由於企業經營多個品牌，它們的產品組合中有數百甚至數千個域名。因此，即

時發現和阻止模仿品牌的相似域名非常重要。域名威脅情報資料可以辨別出可

能對公司構成潛在危險的可疑域名，企業能採取適當的執法措施進行預防。 

相關連結： 

Sue Watts(2022). Domain Security: An Underused Cybersecurity Strategy 

and First Line of Defense in Your Zero Trust Model.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318-domain-security-an-underused-

cybersecurity-strategy-and-first-line-of-defense-in-your-zero-trust-

model (Mar.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帶有鎖和電路的網路安全概念圖 

	

#62 Google 網路電纜登陸非洲，承諾提供快速連接 

標題 Google 網路電纜登陸非洲，承諾提供快速連接 

Tags 國際瞭望, 海底電纜, Google 



134 
	

引言 

Google 近日宣布該公司所持有並部署的一條名為 Equiano 的海底電纜，於

2022 年 3 月 25 日於西非的多哥共和國落地，該電纜預計於今年年底開始使

用，為非洲大陸數百萬人提供雙倍的網際網路速度。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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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SMA Intelligence 在 2020 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 7% 的人口無法

使用行動網路裝置，而撒哈拉沙漠以南之非洲國家是全球網際網路連接量最少

的地區，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缺乏行動網路裝置。根據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對全世界各國之網際網路普及率進行排名，大多數非洲國家的排

名皆較為落後。 

Google 首席執行長 Sundar Pichai 曾在 2021 年時宣佈，在未來五年內向非

洲投資 10 億美元，以包含為非洲用戶提供負擔得起的網際網路，以及幫助

企業進行數位化轉型等一系列措施。 

Google 近日宣布該公司所持有並部署的一條名為 Equiano 的海底電纜，於

2022 年 3 月 25 日於西非的多哥共和國落地，該國人口約 800 萬。Equiano

是一條到達非洲的電纜，通過葡萄牙將非洲與歐洲的網路連接起來，隨後於

奈及利亞、納米比亞、南非等地登陸，該電纜預計於今年年底開始使用，為

非洲大陸數百萬人提供雙倍的網際網路速度。 

該電纜名稱是以 Olaudah Equiano 命名，Olaudah Equiano 是一位出生於

奈及利亞的作家，曾在 19 世紀 80 年代幫助領導反奴隸貿易運動。 

根據 Africa Practice 和 Genesis Analytics 兩家公司的評估，預計到 2025 

年，Equiano 會使得多哥的網際網路價格降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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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表示，到 2025 年，Equiano 將間接在多哥創造 37,000 個工作崗

位，並為多哥的 GDP 提高 1.93 億美元。 

相關連結： 

Edward McAllister(2022). Google internet cable lands in Africa, promising 

fast connection.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google-internet-cable-lands-

africa-promising-fast-connection-2022-03-18/ (Mar.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打造網路電線示意圖 

	

#63 Starlink 網路服務究竟有多快？ 

標題 Starlink 網路服務究竟有多快？ 

Tags 國際瞭望, Starlink, 網際網路 

引言 

Starlink 是由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所推出的一項透過低軌道衛星

群，提供覆蓋全球的高速網際網路存取服務。Speedtest.net 藉由分析當前網

際網路連接速度的各項指標，可以了解 Starlink 所提供的速度，如何在衛星

網路服務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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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722 

 

Starlink 是由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美國一家民營航太製造商和太空

運輸公司，所推出的一項透過低軌道衛星群，提供覆蓋全球的高速網際網路

存取服務，旨在為偏遠地區的人提供隨時隨地的高速網際網路存取服務。 

Ookla 推出的 Speedtest.net 是一個網路測速網站藉由分析當前網際網路連

接速度的各項指標，可以了解 Starlink 所提供的速度，如何在全球衛星網路

服務競爭中脫穎而出，以下將簡單介紹 Ookla 在美國與英國所進行的分析。 

根據 Ookla 的資料可以發現，在美國 2021 年第四季裡，Starlink 是最快的

衛星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並且遙遙領先其他衛星供應商。儘管如此，

Starlink 的網路速度尚無法與美國固網服務供應商提供的速度中位數競爭。

Ookla 還指出，Starlink 的速度從 2021 年第三季到第四季有相當大的增

長，從 87.25 Mbps 的下載速度提高到 104.97 Mbps。 

Starlink 還有一項特色是可以提供低延遲的數據傳輸，並且是衛星網際網路

服務中唯一能夠讓延遲低到接近固網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速度。但是，下載

速度在整個美國並不一致，網路速度會因位置而產生差異，最高速度的記錄

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戴德縣，下載速度之中位數為 191.08 Mbps。 

同樣根據 Ookla 的數據可以發現，在英國大多數人似乎都在為緩慢的網際網

路而困惱著，而 Starlink 的速度幾乎是寬頻下載速度中位數的兩倍，上傳速

度僅為 13.96 Mbps，延遲也很低，Ookla 認為使用 Starlink 可以玩線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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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遊戲將不會有問題。作者認為與 Starlink 相比之下， 傳統在地球靜止軌道

的 SES 衛星網際網路難以與其比較。 

相關連結： 

Luke Baker(2022). How fast is Elon Musk's Starlink internet service? 

Pocket-lint. 

檢自： 

https://www.pocket-lint.com/smart-home/news/160461-how-fast-is-

elon-musk-s-starlink-internet-service (Mar.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太空飛船正在探索外太空的軌道上 

	

#64 網路管制最嚴格的地方在哪裡？ 

標題 網路管制最嚴格的地方在哪裡？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自由, 網路限制 

引言 
除了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和俄羅斯，還有其它地方的網路使用者也被管制著，

生活在這些國家的人們可能會因為社群媒體的貼文而有危險。 

摘要 

 

字

數： 

549 

網路世界有多少自由？答案在於你住哪裡。有許多國家限制人們存取某些網站

和服務，並起訴那些發表反政府言論的人來打擊網路自由。 



138 
	

根據 2021 年自由之家網路自由指數，有 75%的網路用戶生活在會因發布政

治、社會問題或宗教相關內容而被逮捕或監禁的國家，至少有 55 個國家會對

社群網站上的貼文進行調查、逮捕或定罪。 

該報告評估了 70 個國家，指數落在 0 到 100 分之間；指數越高，代表該國家

的網路越自由。中國只有 10 分，伊朗和緬甸都低於 20 分。古巴、越南、沙烏

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衣索比亞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位居低分的前 10

位。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俄烏戰爭的雙方在該指數上的得分都很低。俄羅斯 30 分，

排在第 11 位，其社群媒體網站因為美國制裁而被封鎖。而烏克蘭只獲得了 62

分，這表示它的網路並不是完全自由的。 

自由之家評估了全球 88%的網路用戶，發現 39%的用戶並不自由，他們主要

在亞洲和中東，而 28%的用戶只有部分的自由，在中南美洲、非洲、東南亞和

烏克蘭。只有 21%的人完全自由，他們生活在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和澳

大利亞。 

去年得分最高的國家，冰島以 96 分位居第一。愛沙尼亞以 94 分緊隨其後，之

後是加拿大、哥斯大黎加和台灣，都是 80 分。美國得了 75 分，這可能是因為

美國政府曾因使用者在 Twitter 上的言論而提起訴訟。 

相關連結： 

Jason Cohen(2022). Besides China and Russia, Where Is the Internet 

Restricted the Most? PCmag.  

檢自： 

https://www.pcmag.com/news/china-russia-among-the-most-internet-

restrictive-countries-in-the-world (Mar.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人們受到限制 

	

#65 巴西政府修改數位策略以納入政府技術（govtechs） 

標題 巴西政府修改數位策略以納入政府技術（govtechs） 

Tags 國際瞭望, 政府技術, 巴西, 數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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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總統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於 3 月 16 日簽署法令，目的在進

一步提高通過 Gov.br 平臺提供的公民服務品質，並將政府技術視為改進的

關鍵措施之一。 

摘要 

 

字

數： 

550  

根據巴西政府的說法，此次數位轉型的更新是將政府技術（govtechs，專注於

公部門的科技新創公司）、開發技術、工作流程和敏捷解決方案整合，並為公

部門帶來創新和效率。 

巴西政府將引入一個框架來整合公務員和政府科技創新生態系統。預計在 

Gov.br 範圍內增加 20%的開放式創新競賽數量，此競賽主要為政府的開發技

術提供解決方案。 

經濟部管理和數位化轉型特別秘書 Caio Mario Paes de Andrade 表示：「將

政府技術納入政策有助於政府本身的行動，現在政府可以依靠這些公司在技術

上的解決方案，以克服政府在各個領域的挑戰，包括健康、教育、農業、環境

和基礎設施。」 

此外，本周宣佈的數位戰略還強調了跨整合 Gov.br 數位管道的重要性，並推

動了政府系統之間的互操作性，以及根據巴西《通用數據保護條例》（LGPD）

採取的行動。 

巴西的數位策略始於 2017 年的一次諮詢，當時政府尋求基礎設施、研發、數

位安全、教育、國際發展、數據、網路設備、新商業模式和數位政府這九大支

柱的意見。 

從那時起，巴西一直在加速其策略，重點在「與連接性相關的專案」和「加大

數位公共服務」。同時，巴西還在數位政府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2020 年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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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政務發展指數（EGDI）組中排名為「非常高」組，成為美洲大陸中位於本組

的 18 個國家之一。 

相關連結： 

Angelica Mari(2022). Brazilian government amends digital strategy to 

include govtechs.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brazilian-government-amends-digital-

strategy-to-include-govtechs/ (Mar.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運用許多技術匯集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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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週期：2022/4/4-4/9 

#66 俄羅斯和烏克蘭：兩種語言的故事 

標題 俄羅斯和烏克蘭：兩種語言的故事 

Tags 國際瞭望, 俄烏戰爭, 語言支援 

引言 
長期以來，對於具有全球抱負的公司來說，俄語一直被認為是「必須支援」

的語言。如今，情況卻不再如此。 

摘要 

 

字數: 

464 

儘管俄語和烏克蘭語語言非常不同，但是是都是源自於西里爾字母，只是依

賴於不同的西里爾字元組合。在過去 15 年中，俄語和烏克蘭語的支援率都增

加了一倍以上。換句話說，十分之八的全球性網站現在支援俄語，二分之一

支援烏克蘭語。 

在普丁決定入侵烏克蘭之前，俄語在全球網站的支援就已經略有下滑，而對

烏克蘭語的支援一直在穩定上升。在過去幾年中，烏克蘭的經濟發展一直是

歐洲的成功故事之一，而俄羅斯的經濟卻停滯不前。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

的公民數量是烏克蘭的三倍多，這使得烏克蘭語的增長更加引人注目。 

其中需要釐清的是，這些資料並不只反映過去幾個月的情況。全球品牌很少

放棄支援世界上受歡迎的語言，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裡，達美航空公司和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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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已經放棄了對俄羅斯語的支援；而去年，Apple、Netflix 和 Spotify 都增

加了對烏克蘭語的支援。 

當談到在網路上走向全球時，翻譯就是行動。語言反映了公司希望在這些市

場中取得成功的行為。因此，這次入侵也許是出於領土貪婪，也可能是是出

於嫉妒。當然，最大的悲劇是，從前是「語言」連結著兩方的關係，如今卻

是用「戰爭」連結。 

相關連結： 

John Yunker(2022). Russia and Ukraine: A Tale of Two Languages, One 

Rising and One Falling.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323-russia-and-ukraine-a-tale-of-two-

languages-one-rising-and-one-falling (Apr.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烏克蘭與俄羅斯國旗交錯 

	

#67 CSIRO 和 Nvidia 簽署協議以加速澳洲的人工智慧能力 

標題 CSIRO 和 Nvidia 簽署協議以加速澳洲的人工智慧能力 

Tags 國際瞭望, 人工智慧, CSIRO, 政策, Nvidia  

引言 
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和 Nvidia 簽署了一項合作協定，在

工業界、學術界和公部門採用該技術，以提高該國的人工智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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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581 

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CSIRO） 與 NVIDIA 簽訂了國家人工智慧合作協

議（AI Nations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該協定的具體政策在提升學

生、研究人員和行業專業人士開發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能力，以增進國家人

工智慧的技術，並將量子計算和數位身分的案例，應用於氣候行動和基因醫

學。 

CSIRO 資訊長 Brendan Dalton 表示，這項新的合作將擴大澳洲在人工智慧

研究、新創公司和傳統工業的努力，發展更強大的本土人工智慧生態系統，

並支援新的國家人工智慧中心的啟動。 

根據政府的「人工智慧行動計劃」，澳洲的國家人工智慧中心於去年啟動。

其建立是為了協調國家人工智慧活動、專業知識和能力，以提高生產力競爭

力。此外，該中心將致力於減少中小型企業在應用或開發人工智慧和新興技

術方面的障礙。 

協定指出，新的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研究人員將有機會大規模使用配置好的

Nvidia GPU 集群，以及軟體開發工具包和容器庫（containers），以測試和

重複運算他們的模型。Dalton 最近在 Nvidia GT 上發表談話，該中心將支持

科學家和工程師，以確保他們接受正確的培訓來開發演算法，以及盡可能地

讓程式碼以最佳方式運行。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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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e Chanthadavong, Senior Journalist(2022). CSIRO and Nvidia sign 

agreement to accelerate Australia's AI capabilities.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csiro-and-nvidia-sign-agreement-to-

accelerate-australias-ai-capabilities/ Apr.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簽署協議 

	

#68 什麼是分裂網？該注意什麼？ 

標題 什麼是分裂網？該注意什麼？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分裂, 網路封鎖, 網路治理 

引言 

「分裂網」這個詞成為了世界各地的頭條，是能吸引全世界注意的力量。這

聽起來艱澀難懂，但它可能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那麼它是

什麼呢? 

摘要 

 

字

數： 

1,092 

「分裂網」（splinternet）這個詞成為了世界各地的頭條，能吸引全世界注

意的力量。這聽起來艱澀難懂，但它可能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產生深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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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那麼它是什麼呢？假設你每天都會使用 Facebook、維基百科和

Google。在開放的網路下，你可以隨意的存取這些網站。 

現在想像一下: 

• facebook.com — 被封鎖。你沒辦法存取。 

• en.wikipedia.org — 原本應該前往英文版的維基百科，但是顯示了一

個不同語言版本的維基百科，甚至不確定這是不是真的維基百科網

頁。 

• Google.com — 但你不是連向 Google，而是在其他的搜索引擎上，

只能搜尋到政府批准瀏覽的資源。 

在網路上輸入網址會帶你到和原本的網站完全不同的地方，甚至網站可能會

完全被封鎖；不能相信只要輸入網站名稱或網址就能到想去的網站，這就是

「分裂網」，它在本來無疆界的系統上設下了新的圍牆，是使資訊自由流動

受到限制和壓制的地方。 

「分裂網」指的是原本開放的網路分裂了，我們只能使用由政府或公司整合

後的網路碎片。這些獨立的網路可能使用與一般網際網路相同的網域名稱和

協議，但使用者從網路獲得的資訊是政府或公司希望你看到的。 

有時你以為所使用的是你所熟悉的網路，其實不是。它可能是「線上俄羅

斯」 （RussiaOnline）或「俄羅斯網路」（RUNet），用新聞頭條版面中烏

克蘭要求切斷俄國網路的例子來說明。你可以使用相同的瀏覽器和電子郵

件，但你無法連結相同的網站。即使你到達了網站，你也不知道政府是否在

監控你的一舉一動。 

在現實生活中，「分裂網」已經實現了，而且有超過 10 億人受到影響，最著

名的例子是中國的「防火長城」。當你在中國上網時，你並不是在全球網際

網路上，你是在中國政府所謂的「安全」版本的網際網路上，你只能看到政

府想讓你看到的東西、使用政府想讓你使用的服務，但這並不是世界其他地

方所使用的「安全」網路。 

俄羅斯政府曾表示，他們希望以中國為榜樣，創建自己的「主權」版網路。

這很難做到，因為全球網際網路與俄羅斯網路已經建立了很多連接，但這種

情況正在改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有人呼籲切斷俄羅斯與全球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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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聯繫。俄羅斯政府抓緊這次機會創建一直想要由國家控制的「線上俄羅

斯」（RussiaOnline）。 

其他權威國家也觀望著該如何擺脫全球網際網路。我們絕不能讓這種事發

生。如果我們不阻止它，我們可能會破壞全球互聯的網路。網路能讓我們聯

繫、交流、合作和創造。網路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和我們生活的支柱，是許多

人的生存工具。 

網際網路的成功在於它的開放、存取不受限制和通用協議，為了保持這種狀

態，我們必須盡力阻止它的分裂和分割。 

相關連結： 

Dan York(2022). What Is the Splinternet? And Why You Should Be Paying 

Attention. InternetSociety. 

檢自： 

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blog/2022/03/what-is-the-splinternet-

and-why-you-should-be-paying-attention/ (Apr.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瀏覽網站出現很多不同訊息 

	

#69 ICANN 發布 DNS 濫用趨勢報告 

標題 ICANN 發布 DNS 濫用趨勢報告 

Tags 國際瞭望, DAAR, 資訊安全, DNS 

引言 
ICANN透過域名濫用活動報告（DAAR）項目發布與 DNS 安全威脅相關的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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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569 

 

DNS 濫用是在 ICANN社群最重要的討論之一，ICANN 是適合討論技術濫用

相關議題的地方。因根據對 DNS 濫用的定義，有些類型的濫用並不屬於

ICANN作為 DNS 技術協調者的職責，它不是網路的「警察」，ICANN另有

針對 DNS 安全威脅研究的項目，這符合 ICANN 的技術角色。 

為通知和促進 ICANN社群討論，ICANN 會根據信譽阻擋清單（Reputation 

Block Lists，RBLs）中列出造成安全威脅的網域，透過域名濫用活動報告

（Domain Abuse Activity Reporting，DAAR）項目發布與 DNS 安全威脅

相關的趨勢。DAAR 追蹤網路釣魚、惡意軟體、殭屍網路的命令與控制與垃

圾郵件等的安全威脅資料。此外在報告中還有更多關於 DAAR 項目的資訊。 

利用 DAAR 資料，ICANN最近發布了一份關於 DNS 濫用的報告。與許多現

有的行業白皮書和一般關於 DNS 濫用的討論不同，這份新報告使用了四年的

數據。通常，類似研究使用的資料時間範圍通常要短得多，像是半年。因

此，報告表示在討論 DNS 濫用趨勢時，我們應該謹慎，因為根據所提出的問

題、使用的資料和資料時間框架，我們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沒有任何組織或訊息提供商能列出或了解網路的所有安全威脅。儘管如此，

ICANN 的 DAAR 資料集是可靠和公正的資料，可以做為相關研究的一個提供

來源。 

相關連結： 

ICANN(2022). ICANN Publishes DNS Abuse Trends. ICA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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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publishes-dns-abuse-

trends-22-03-2022-en (Apr.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資料直方圖上升趨勢圖 

	

#70 歐洲同意新法律以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主導地位 

標題 歐洲同意新法律以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主導地位 

Tags 國際瞭望, 數位市場, DMA 

引言 
歐盟執委會（EC）所發布的數位市場（DMA），旨在主要打擊來自美國科技

企業的反壟斷或反競爭行為，以保障數位市場的競爭。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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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所發布的數位市場（Digital 

Markets Act，DMA），旨在主要打擊來自美國科技企業的反壟斷或反競爭

行為，以保障數位市場的競爭，希望讓用戶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把大型的網路

平臺稱為守門人（Gatekeeper），DMA 針對這些守門人進行規範。該法律

的目標包括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iMessage、App Store、

Google Play 和許多其他屬於大型科技公司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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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DMA，Google 和 Apple 等巨頭將被迫向其他企業開放其服務和平台。

Google 將被要求為使用該公司的 Android 系統手機用戶，提供搜索引擎、

Google 地圖等應用程式或 Chrome 瀏覽器的替代品。蘋果將被迫向第三方

支付選項開放其 App Store，而不是用戶被迫使用蘋果自己的支付系統，也

需強迫放棄對 iPhone 預設程式的控制，允許用戶可以刪除其 Safari 網路瀏

覽器，和其他用戶目前無法刪除的應用程式。 

Apple 表示，擔心 DMA 的某些規定會給 Apple 的用戶帶來不必要的隱私和

安全漏洞。同時，Google 也表示，雖然 Google 支持 DMA 以提供消費者

選擇和可操作性的許多遠大目標，但擔心其中一些規則可能會減少歐洲使用

者的創新和選擇。 

該法律只會影響價值超過 750 億歐元、年銷售額超過 75 億歐元、月用戶

數至少為 4500 萬的公司。現今，許多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在華盛頓都有大量

遊說活動，強調此類法律會懲罰成功的美國公司。隨著各方談判單位達成協

議，DMA 現在將面臨歐洲議會以及歐盟 27 個成員國的最終投票。 

相關連結： 

James Clayton(2022). Europe agrees new law to curb Big Tech 

dominance. BBC.  

檢自：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60870287 (Apr.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在法院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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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週期：2022/4/11-4/16 

#71 2022 年域名產業現狀 

標題 2022 年域名產業現狀 

Tags 國際瞭望, new gTLDs, 域名, 區塊鏈, 網域名稱 

引言 
隨著網際網路不斷地變化，對網域名稱的需求持續增高，過去 12 個月中域名

銷售額增長了 1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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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 2022 年域名行業的現狀提供有價值的見解，InterNetX 和 Sedo 聯手

發佈了《2022 年全球域名報告》，該報告以 1.5 億多個資料集為基礎，全面

地審視了趨勢和發展。而此文摘要「新通用頂級域名的多元化場景（The 

Diversified Scene of the New gTLDs）」章節。 

「.xyz域名」主要建立於創新和技術領域，是此類別中的最大贏家，遙遙領

先其他競爭對手。XYC Inc.註冊管理機構今年也引入幾個新通用頂級域名來擴

大其產品組合，並同時與 Web3 和加密貨幣玩家合作，將.xyz域名與以太坊

錢包連接起來。 

新通用頂級域名在次級市場也越來越受歡迎。雖然在 2020 年只有 125 筆新

通用頂級域名，但在 2021 年增長到 227 筆。由於疫情引發的高需求，以及

傳統頂級域名的低可用性，許多使用者轉向使用新通用頂級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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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是次級市場上交易量最大的新通用頂級域名，它的表現大幅超越去年排

名第一的 .online。 

三個新通用頂級域名排名下降：.icu、.top 和 .site。雖然沒有明確探究原

因，但是可以推測，市場波動、疫情大流行造成的不穩定，以及炒作後的下

跌都可能是原因。 

總而言之，已公佈的「十大最昂貴的新通用頂級域名」顯示此領域正圍繞著

加密貨幣和 NFT 的趨勢。 

相關連結： 

Simone Catania(2022). The Status Quo of the Domain Industry in 2022.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329-the-status-quo-of-the-domain-

industry-in-2022 (Apr.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手指像是要輕觸.com 域名按鍵 

	

#72 Java Spring 框架緊急修補 RCE Spring4shell 漏洞 

標題 Java Spring 框架緊急修補 RCE Spring4shell 漏洞 

Tags 國際瞭望, Spring, Java, 框架問題, 框架漏洞 

引言 
Spring 公司承認了被稱為 「Springhell 」或 「Spring4Shell」的漏洞，並

發布了 5.3.18 和 5.2.20 來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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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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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個 Java 遠端程式執行漏洞出現了，這個漏洞出現在被廣泛運用的

Spring 框架中。該漏洞被追蹤為 CVE-2022-22963，是 Spring Cloud 中的

一個 Spring 表達式語言（Spring Expression language，SpEL）漏洞。當部

署 Spring 到 Apache Tomcat 時，可以存取 WebAppClassLoader 的功能，

這允許攻擊者調用 getter 和 setter 指令，最終將一個惡意的 JSP 文件寫入硬

碟。 

JDK9+上的 Spring Core 是漏洞所在，Praetorian 團隊已經發布了一個緩解

措施，替代無法應用 Spring 發佈的修復方案。 Spring 團隊還指出，該漏洞

與先前停止更新 SerializationUtils 的決定無關。 

Jeff Costlow警告說：「我們已經有了關於這個漏洞的掃描報告，這是一個可

以通過 HTTP或 HTTPS 存取遠端程式的零時差漏洞，利用完備的 POC 只是

時間問題。」這個遠端程式執行漏洞具有巨大的潛在影響，這一切都取決於

不肖人士能以多快的速度對漏洞進行偵察，並加入他們的攻擊手冊中。全球

有 30 億台設備使用 Java，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為被駭客利用的戰術，且是

一種沈默但致命的戰術。 

雖然 Spring 在修補方面的動作非常快，但這仍然是用戶應承擔的責任。公司

的資安長（CISO）需要對漏洞進行定期評估，因為沒有供應商會替他們定期

檢查。此外，也會有許多組織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購買了使用 Spring 框架的應

用程式，而供應商將要迅速地伸出援手，通知他們需要修補漏洞。 

Spring 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框架，但這個漏洞提醒我們，必須了解應用程式間

的依賴性，以及如何使用這些依賴關係。雖然開放原始碼是軟體世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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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但這個漏洞又一次照亮了在層層錯雜的程式相依架構下，資安層面中一

個無所不在的問題。 

相關連結： 

Richard Speed(2022). Patch now: RCE Spring4shell hits Java Spring 

framework. The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3/31/spring_vuln/ (Apr.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似數位內部深入後有一空洞 

	

#73 烏克蘭戰爭：主要網路供應商遭受網路攻擊 

標題 烏克蘭戰爭：主要網路供應商遭受網路攻擊 

Tags 國際瞭望, Ukrtelecom, 網際網路, 攻擊 

引言 
烏克蘭的壟斷電信運營商 Ukrtelecom，是烏克蘭最大的固定網際網路供應

商。在 2022 年烏俄戰爭中，屢次遭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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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的壟斷電信運營商 Ukrtelecom ，現在由烏克蘭首富經營，以服務地

區涵蓋而言，是烏克蘭最大的固定網際網路供應商。從 2021 年開始，公司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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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 20 萬固定的用戶，客戶數量僅次於 Kyivstar。該公司的網路基礎設施

在 2022 年烏俄戰爭中，屢次遭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 

該公司表示正在從一次重大的網路攻擊後，恢復網際網路服務，為了保護軍

事用戶和關鍵基礎設施，正因應此次攻擊而限制客戶存取網路。全球網際網

路監測機構 Netblocks 表示，這是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Ukrtelecom 

受影響而造成的最嚴重網路中斷，其連接性下降到戰前的 13%水準，且由於

俄羅斯入侵造使得 Ukrtelecom 一直只能以大約 80% 的全覆蓋率提供服

務。 

Ukrtelecom 的 CEO Yuriy Kurmaz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敵人一直對 

Ukrtelecom 的 IT 基礎設施進行強力攻擊。因此 Ukrtelecom 為了不中斷

軍事機構和關鍵用戶的網際網路服務，被迫暫時限制大多數私人用戶和企業

客戶使用網際網路。 

烏克蘭國家特別通訊服務保護局（State Service for Speci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Ukraine）負責人 Yuriy 

Shchyhol 表示，該國的專家團隊已迅速對情況作出反應，成功抵擋攻擊，網

際網路服務正在逐步恢復。 

在公司報告細節前，Netblocks 的主管 Alp Toker 表示，他們觀察到用戶在

一天中持續離線，顯示問題不在於佈線或互相連接的設備，而在於營運商資

料中心的中央基礎設施，這顯示網路攻擊的存在。 

相關連結： 

Chris Vallance(2022). Ukraine war: Major internet provider suffers cyber-

attack. BBC. 

檢自： 

https://www.bbc.com/news/60854881 (Apr.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網路系統防禦網路攻擊 

	

#74 歐盟立法委員支持辨識加密錢包持有者的規定 

標題 歐盟立法委員支持辨識加密錢包持有者的規定 

Tags 國際瞭望, 非託管錢包, 加密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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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3 月底，兩個歐洲議會委員會的成員投票批准一項立法草案，該草案可能要求

交易所驗證非託管錢包所有者的身分。 

摘要 

 

字

數： 

860 

根據新聞稿，歐盟議會的歐盟經濟和貨幣事務委員會（European Parliament 

Committee on Economic and Monetary Affairs, ECON）和公民自由、司

法和內政事務委員會（European Parliament Committee on Civil Liberties,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LIBE），以 93 票贊成對 14 票反對與 14 票棄

權，批准一項立法草案，該草案要求交易所驗證非託管錢包所有者的身分，

非託管錢包指的是不受交易所或其他託管服務控制的錢包，所有者自行保管

私鑰，可以單獨控制這些錢包。 

草案中這些規則不僅要求公司識別非託管錢包的所有者，還要求他們向反洗

錢機構報告任何交易，且沒有最低金額，代表無論轉移的金額有多小，都適

用此項規則。 

美國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Coinbase ，發表了首席法律長 Paul 

Grewal 的文章，認為這一項草案將干擾 Coinbase 等交易所的完整監控制

度，並破壞用戶個人用來保護其數位資產的非託管錢包。Grewal 認為，這些

規則會使現金比加密貨幣更具優勢，並侵犯到非客戶的隱私。 

Coinbase 首席政策官 Faryar Shirzad 於 3 月 27 日在 Twitter 上稱，此

草案可能嚴重侵犯個人財務自由，且不可挽回地損害加密經濟，並摧毀整個

歐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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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也曾考慮過使用類似的監管，金融犯罪執法局（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為美國財政部負責打擊洗錢、恐怖主義融

資和其他金融犯罪行為的機構。2020 年底，FinCEN 提議要求加密貨幣交易

所收集用戶的姓名、地址和其他個人身份資訊來驗證非託管錢包所有者的身

份。 

接下來，這份草案將進入與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的版本進行正式會談和

談判，其中可能會就驗證規則進行辯論，因為委員會和理事會需要加密服務

提供者提供所有者的身份，但不要求像議會版本的獨立驗證個人資訊。 

相關連結： 

Edward Ongweso Jr(2022). E.U. Lawmakers Back Rules to Identify Owners 

of Crypto Wallets. vice.  

檢自： 

https://www.vice.com/en/article/qjbagd/eu-lawmakers-back-rules-to-

identify-owners-of-crypto-wallets (Apr.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電子錢包安全驗證 

	

#75 CENTR 就歐盟委員會的 DNS 濫用研究發表評論 

標題 CENTR 就歐盟委員會的 DNS 濫用研究發表評論 

Tags 國際瞭望, 政策, DNS 濫用 

引言 
CENTR 對歐盟委員會發表的 DNS 濫用研究發布了一篇評論，對該研究的分

析及最後的結論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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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 是負責歐洲頂級域名（如.si 和.eu）註冊的機構，它對歐盟委員會發

表的 DNS 濫用研究發表了一篇評論（完整評論 pdf），指出對於研究中的誤

導性分析與結論感到遺憾。 

CENTR 認為保持網路上域名的低濫用率，是確保網路終端用戶安全的重要且

可靠的因素。它鼓勵歐盟委員會對其所發表的「域名系統(DNS)濫用研究」

（後簡稱為研究）著重於分析 DNS 濫用範圍、影響和程度為目標，並積極與

利害關係人訪談作為研究的基礎。 

儘管研究是出於良好的動機，但最終報告和附加文件存在不一致的內容，許

多建議沒有明確的證據或可驗證的研究結果，且研究最終的結論是歐洲的國

家和地區頂級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ccTLD）是「至今為

止最少被濫用的」，但對於 DNS 服務供應商、域名註冊機構和受理註冊機構

的問題，該研究僅以一種「一體適用」方法來解決，嚴重忽略了歐洲的國家

和地區頂級域名現有的良好做法。 

此外，研究在討論如何減少濫用 DNS 時，對於濫用 DNS 的定義並沒有考慮

到不同的服務供應商與網路生態系統中其餘類型的利害關係人。因此，

CENTR 認為該研究對於 DNS 濫用問題和解決方法提供了一個相對扭曲的觀

點與結論。 

由於本評論的目的是指導歐盟政策進一步的發展，CENTR 呼籲政策制定者在

閱讀本評論時應謹慎。以下是 CENTR 主要觀點的摘要。 

CENTR 評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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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 成員認為，在網路上保持域名低濫用率是保障終端用戶在其區

域內的信任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 CENTR 成員對此 DNS 濫用研究認可歐洲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的許多

做法感到開心，這些做法有助於降低其管理的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的

濫用程度。 

• DNS 濫用研究提出的 DNS 濫用定義包括所有常見的網路犯罪，所以

緩解和預防方法應該也要包括所有維護和使用 DNS 的角色。 

• DNS 濫用研究所提出的建議，沒有充分考慮網路基礎設施（如 DNS）

的重要性，以及網路上不同營運商的角色和責任。 

• DNS 濫用研究中，用來評估 DNS 濫用程度的來源資料無法驗證，而

且沒有針對域名管理機構和受理註冊機構可用的方法進行優化。 

• 在歐盟律法中關於「濫用」沒有具體的基礎，DNS 濫用研究很常忽略

依接近內容的程度及比例原則對中介機構的責任進行認定。 

• DNS 濫用研究忽視了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和通用頂級域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gTLD）在管理方面的區別，採用「一體適用」的

方法對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與通用頂級域名進行了不連貫的分析，其

研究結果發現國家和地區頂級域被濫用的情況較低。但是，只針對國

家和地區頂級域的措施對減少 DNS 濫用的效果很有限。 

• 儘管在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中沒有濫用的跡象，但採用一致的「認識

你的商業顧客」（Know-Your-Business-Customer，KYBC）做法是

不合理的，忽視了現有資料的準確性。 

• 採用統一方法存取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的完整註冊資料的建議忽視了

歐盟資料保護框架以及資料保護局在 ICANN社群討論中提出的建議。 

• DNS 濫用研究建議發布 DNS 區域文件資料，但沒有評估這可能會對

DNS 的穩定和安全性與客戶機密性資料帶來的負面後果。 

相關連結： 

Lydia Pernal-Stoddart(2022). CENTR publishes comment 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NS Abuse Study. CE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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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自： 

https://www.centr.org/news/news/comment-dns-abuse-study.html 

(Apr.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在對話訊息上表示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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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週期：2022/4/18-4/23 

#76 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宣布與 AT&T 建立 5G 防禦合作夥伴關係 

標題 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宣布與 AT&T 建立 5G 防禦合作夥伴關係 

Tags 國際瞭望, 5G, 物聯網, 軍事物聯網 

引言 
國防巨頭Northrop Grumman 的執行長兼總裁凱西·沃登（Kathy Warden）

在 Axios What's Next 峰會上宣佈和 AT&T 正在合作創建「軍事物聯網」。 

摘要 

 

字數: 

467 

「軍事物聯網專案」是 AT&T 和 Northrop 之間的聯合研發架構，最終將成

為國防部的 5G連接網路，用以連接武器、感測器與數據。 

除了在工業與家用連接的功能外，5G現在也成為國家國防架構的重要組成部

分。在國防能力中，由 5G驅動的「數位戰鬥網路」（digital battle 

network），是在高壓情況下使用通訊技術的一個很好的範例，因此這項專案

顯得極度重要。 

Northrop Grumman 執行長 Warden 表示：「技術不是困難的部分，我們已

經解決了技術挑戰。」5G 國防的應用，將隨著政府準備好與業界合作的速

度，逐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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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軍隊以外，Warden 將該專案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聯網進行了

比較。Warden 表示，Northrop 計劃在一年內對技術進行原型設計，而被應

用入指揮和控制中心的速度將取決於「限制因素」。 

鑒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網路攻擊的普遍存在，政府和私部門之間的資訊流

通與共用變得更加重要。此外，美國正在與中國就 5G 的開發和部署展開競

爭，而政府和公司各層面的物聯網系統，都必須囊括在最強大的資安保護

中，以防止駭客攻擊。 

相關連結： 

Ashley Gold(2022). Northrop Grumman announces 5G defense 

partnership with AT&T. Axios.  

檢自： 

https://www.axios.com/northrop-grumman-att-5g-military-internet-

things-2ac25157-9100-4551-b1d4-3baf6b53a44a.html (Apr.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形成合夥關係，達成協議 

	

#77 ICANN提案 SSAD 有望成功？ 

標題 ICANN提案 SSAD 有望成功？ 

Tags 國際瞭望, SSAD, ODP, GDPR 

引言 
GNSO 委員會和 ICANN董事會準備為社群提供一個簡單的工作清單追蹤系

統（STS），為集中處理對註冊者資料揭露的請求和蒐集請求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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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1,094 

GNSO 委員會和 ICANN董事會準備為社群提供一個簡單的工作清單追蹤系

統（simple ticketing system，STS），為集中處理註冊者資料並揭露請求和

蒐集資料，有助於 ICANN 員工評估非公開註冊資料標準化存取／揭露系統

（System for Standardized Access/Disclosure to Nonpublic Registration 

Data，SSAD），這對倡導網路安全的使用者和 ICANN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

（Multi-stakeholders model）是個好消息。 

ICANN董事會主席 Maarten Botterman 寫信給 GNSO 理事會，要求 GNSO

產出針對 SSAD 工作人員的「運作設計評估」（Operational Design 

Assessment，ODA）。Botterman 在信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對於我們提到的成本和複雜性問題，委員會還有其他建議嗎？」。 

於是 GNSO 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委員會可以從小組中獲得建議，並

決定如何回應 Botterman 和 ICANN董事會的其他成員。因為歐盟一般資料

保護規定（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導致多年來識

別惡意使用者變得更加困難和挫折，但小組沒有放棄，以瘋狂的速度努力發

展 STS 的概念，以便在下一次的 GNSO 委員會前提出。ICANN董事會和員

工也透過電話會議和提問，積極參與整個過程。ICANN 人員目前正在評估

STS 需要花費多少成本與時間來開發。 

STS 除了集中化和標準化的優點之外，還可以取得下列資料： 

• 請求的來源 

• 請求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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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請求的受理註冊機構 

• 回應請求的速度 

• 受理註冊機構是否回應 

• 最終有無進行揭露（根據 GDPR，揭露不能自動進行，註冊機構必須

先進行平衡測試（balancing test）確定是否適當）。 

小組成員也認為收集這些資料有助於增強官方的發展，小組中的一部分成員

相信 STS 還會取得關於用戶數量和未來 SSAD 請求數量的重要資訊，這些資

訊是目前實施評估結果（ODA）中缺失的重要指標。但另一些成員認為，由

於 STS 並不是 SSAD，取得的資訊會不可靠，也不能當未來使用的指標。上

述兩種想法都有可能，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將從 STS 實驗學到不少東西。 

作者認為，GNSO 委員會將會建議 ICANN暫時停止審議 SSAD 提案，讓社

群把心力著重於 STS，因為 STS 可能可以向世界證明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是

很好的存在，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使 ICANN 有能力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作

者鼓勵 GNSO 委員會和 ICANN董事會抓住機會，支持 STS 的準備工作。 

相關連結： 

Paul McGrady(2022). ICANN SSAD Proposal Poised to Succeed?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404-icann-ssad-proposal-poised-to-

succeed(Apr.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為提案通過而蓋章 

	

#78 Android系統上的假應用程式竊取銀行帳戶資訊 

標題 Android 系統上的假應用程式竊取銀行帳戶資訊 

Tags 國際瞭望, 虛假應用程式, 惡意者, 網域名稱 

引言 
研究人員表示，在 Android 系統上有惡意的應用程式偽裝成合法購物的應用

程式，正在竊取馬來西亞銀行客戶的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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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750 

ESET 的網路安全團隊發布了一項新研究，該研究中分析三個針對八家馬來西

亞銀行客戶的惡意應用程式。這些惡意網站使用相似的域名名稱，偽裝成正

牌的虛假網站竊取銀行憑證，來吸引毫無戒心的使用者上鉤。 

在 2021 年底，該項行為因為惡意者冒充清潔服務公司 Maid4u，並建立一

個名稱相似的網站，試圖誘導受害者下載惡意的 Maid4u 應用程式而被發

現。除此之外，ESET 研究人員還發現了另外四個模仿馬來西亞購物網站和清

潔服務公司的虛假網站。Grabmaid，Maria's Cleaning，Maid4u，

YourMaid，Maideasy 和 MaidACall 六家清潔服務公司與 PetsMore 寵物

店，此七家公司都被冒充，且這些虛假網站僅可使用於馬來西亞。 

這些虛假網站不會直接讓受害者在網站上下單購買，而是誘使你點擊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應用程式的按鈕，然而實際上點擊後，並沒有進入 Google 

Play 商店，而是連結到惡意者所創的應用程式安裝說明。接著，該說明會要

求受害者選擇啟用「安裝未知應用程式」（Android 系統的非預設安全機

制）以成功下載應用程式。 

此應用程式的頁面設計得與真實網頁相似，假裝提供商品以供受害者購買，

當需要付款時，受害者只能選擇銀行轉帳，且限定為馬來西亞八家銀行

Maybank、Affin Bank、Public Bank Berhad、CIMB Bank、BSN、RHB、

Bank Islam Malaysia 和 Hong Leong Bank。當受害者輸入銀行帳戶登入資

訊並送出後，帳號密碼將會被送至惡意者的伺服器中，並向受害者顯示一條

錯誤訊息，通知所提供的使用者 ID 或密碼無效。同時，轉發受害者所收到的

SMS 訊息，使惡意者可確認登入資訊並登入帳戶竊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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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Charlie Osborne(2022). Fake Android shopping apps steal bank account 

logins, 2FA codes.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fake-android-shopping-apps-steal-

bank-account-logins-2fa-codes/ (Apr.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從手機裝置竊取銀行帳戶資料 

	

#79 GitHub 的新功能-Advanced Security 會在每次推送時進行秘密掃描 

標題 GitHub 的新功能-Advanced Security 會在每次推送時進行秘密掃描 

Tags 國際瞭望, GitHub, Advanced Security 

引言 

近日 GitHub 宣布加入GitHub Advanced Security-秘密掃描（Secret 

Scanning）功能，以防止用戶在推送程式碼時，將敏感資訊上傳至

Repository，避免意外事件而導致機密資訊外洩。 

摘要 

 

字

數： 

604 

GitHub 是透過 Git 進行版本控制的開源軟體平台，版本控制的目的是備份與

共享。近日 GitHub宣布加入GitHub Advanced Security-秘密掃描（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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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ing）功能，以防止用戶在推送程式碼時，將敏感資訊上傳至 Repository

（Git 的儲存庫）， 避免意外事件而導致機密資訊外洩。 

這些敏感資訊常見的為令牌（token）或私鑰（private key），通常用於與外

部進行溝通，通常建議不要儲存於數據庫，而是存在外部專用的安全位置。

GitHub 將推出 69 種不同的令牌類型，但並非可用於所有文件中，此新功能主

要保護置於項目工作流程的文件。 

該公司表示，GitHub Advanced Security 的新推送保護功能將秘密掃描嵌入

到開發人員的工作流程中，為了在不影響開發效率的情況下，該功能只實現在

可以準確檢測的令牌類型，因此 Facebook 和幾種 Google 令牌的類型並無包

含在內。 

SolarWinds 為一家幫助企業管理網路與系統等的軟體開發公司，該公司曾表

示，若 GitHub 數據庫中的私人訊息意外洩露會導致許多問題，以往曾發生過

一間公司之實習生將密碼儲存於數據庫中，然而卻被意外洩漏。2019 年的一

項研究發現，超過 100,000 個數據庫中暴露了令牌或私鑰，使得駭客可以通過

搜尋常見的令牌類型等方式輕鬆地破解，因此GitHub 希望能透過新增的秘密

掃描功能來遏止此類事項發生。 

相關連結： 

Joe Uchill(2022). GitHub Advanced Security now scans for secrets with 

each push. SC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application-security/github-

advanced-security-now-scans-for-secrets-with-each-push (Apr.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程式碼畫面 

	

#80 Reddit r/place 見證網路文化和友情 

標題 Reddit r/place 見證網路文化和友情 

Tags 國際瞭望, 社會實驗, 網路文化, Red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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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Reddit 在愚人節聚集了數百萬的網路用戶，利用像素在空白畫布上共同創作

出一件作品。 

摘要 

 

字

數： 

1,037 
 

2017 年愚人節，Reddit 為藝術計畫和社會實驗而建立 r/place 討論區，五

年後的同一天再次復活。從 4 月 1 日/1 愚人節到 4 月 4 日為止，Reddit 聚

集了數百萬的網路用戶，利用像素在空白畫布上共同創作出一件作品。 

r/place 遊戲規則很簡單。用戶每五分鐘可以在 1000*1000 像素的畫布上進

行繪畫，並從 16 個顏色中挑選一個 1*1 的小色塊像素放置於畫布中。 

今年，參與 r/place 的用戶達到了 330 萬左右，是 2017 年的三倍多，促使畫

布的尺寸變成了 2000*2000，並再添加了 16 種新顏色。網路上的人們各自

從不同的管道迅速形成聯盟，包括 Discord、subreddits 和 Twitch 頻道。到

時間結束之前，各聯盟努力製作和保護畫布上的記號，結果使得整張畫布變

成一個網路迷因（meme）與流行文化結合的怪異大熔爐。 

在畫布上，你可能會偶然發現蒙娜麗莎的美麗、看到各個國家的國旗、社會

運動的象徵，或一個網路上才能被創造出的可怕虛空（The Void）生物，牠

會從畫布中間開始慢慢地向外吞噬，用黑色像素吞沒所有藝術品。 

雖然「社群戰爭」因為爭奪畫布領土而爆發，但從 r/place 見證到人類合作的

精神和網路文化不斷變化的場景，真正反映出的畫面遠遠超出一幅

2000*2000 像素的數位畫布。 

以下，重點介紹在 r/place 發生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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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社群和 Twitch 實況主之間出現了一場大衛對決歌利亞的戰鬥，實況

主引導自己的大量粉絲在整個畫布上肆虐，用黑色像素覆蓋了許多花

了數小時才創作出的作品。 

• 加拿大人畫不出國旗上的楓葉，成了社群的笑話。 

• Among Us 遊戲的角色隱藏在畫布各處，就像遊戲中的間諜一樣。 

• 用戶發現 Reddit 管理員能在不受冷卻計時器（相隔五分鐘）影響的情

況下放置色塊。 

• 「法國國旗」社群在最後來不及修復遭到塗鴉的愛菲爾鐵塔、羅浮

宮、席丹和其他法國文化象徵符號。 

• 社群之間互相指責對方使用機器人帳號進行藝術創作。 

• 出現長條的區塊壁畫，向一些著名的偶像致敬，如：日裔美國配音演

員 Mako、湖人隊傳奇人物 Kobe Bryant、健美 youtuber 教練 Zyzz

和 Twitch 實況主 Rekful 等。 

那些晚到的人會發現，從 4 月 4 日，r/place 已經恢復變成了一塊空白畫布。

一些用戶感嘆自己的努力都變成了空白，有些人則意識到 r/place 活動最終帶

來的是旅程，而不是目的地。 

在 Reddit（點擊網站圖片，使用滑鼠滾輪可放大）的網站上有提供參與者的

感想、畫布截圖以及四天活動的完整縮時影片。 

相關連結： 

Gillian Chu(2022). Reddit's r/place Is a Testament to Internet Culture and 

Camaraderie. HYPEBEAST. 

檢 自 ： https://hypebeast.com/2022/4/reddit-r-place-april-fools-day-

social-experiment-info 

(Apr.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各種不同的元素結合形成一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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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週期：2022/4/25-4/30 

#81 美國網路犯罪中心針對新的簡訊詐騙發出警告 

標題 美國網路犯罪中心針對新的簡訊詐騙發出警告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詐騙, 社交工程, 網路釣魚 

引言 
美國網路犯罪投訴中心（IC3）警告大眾警惕一種網路安全騙局，此種騙局以

「反向」即時支付誘使人們轉移資金。 

摘要 

字

數： 

605 

美國網路犯罪投訴中心（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IC3）警告大眾

警惕一種網路安全騙局，此種騙局以「反向」即時支付誘使人們轉移資金。 

網路犯罪者會發送看似銀行官方的詐騙警報簡訊，詢問受害者是否使用數位支

付應用程式進行了即時轉帳。一旦受害者回應了此簡訊，犯罪分子就會使用和

該金融機構相同的服務號碼撥打電話給受害者，以要撤銷轉帳為藉口，騙受害

者轉帳到犯罪者的銀行帳戶上。 

這種複雜的網路釣魚和社交工程詐騙導致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與自

己銀行帳戶綁定的支付應用程式匯款給不法份子。這些支付應用程式目的是幫

助用戶快速轉帳，只需接收方的電子郵件或手機號碼就可以即時進行轉帳交

易。 

犯罪分子除了知道受害者的銀行和相關資料外，通常還擁有更多資訊，如過去

的地址、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和銀行帳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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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位數字。根據 IC3 發布的警告訊息，這些資訊會被用來說服客戶，他們採

取的措施是金融機構找回被盜資金的合法流程。 

這種騙局往往讓人們相信他們轉帳給自己，而實際上受害者是從他們的銀行帳

戶轉帳到另一個被不法份子控制的帳戶。通常，不法份子會先與人互動數天以

取得信任，受害者在查看了自己的銀行記錄後才會意識到自己被騙了。  

IC3 警告說，過去 10 年發生的重大個資外洩事件的暴增，為網路犯罪者提供

了大量個人資料，這些數據可以被反覆用於各種詐騙和詐欺行為。 

相關連結：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2022). Cybercriminals Trick Victims into 

Transferring Funds to "Reverse" Instant Payments.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檢自： 

https://www.ic3.gov/Media/Y2022/PSA220414 (Apr.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收到簡訊，發現是詐騙 

	

#82 新加坡、美國擴大雙邊經濟合作，包括人工智慧治理 

標題 新加坡、美國擴大雙邊經濟合作，包括人工智慧治理 

Tags 國際瞭望, 美國, 新加坡, 人工智慧, 網路安全 

引言 
新加坡和美國已同意擴大經濟合作，將人工智慧治理和網路安全計劃導入其

他東協市場。兩國還將合作開展高持續性的基礎設施專案。 



171 
	

摘要 

字

數： 

800 

新加坡和美國簽署了新的合作備忘錄（MOUs），以擴大去年 10 月首次簽署

的《新加坡-美國成長與創新夥伴關係協定》（Singapore-US Partnership for 

Growth and Innovation）中概述的雙邊合作。根據該協定，兩國旨在制定共

同的技術標準，並建立更多「值得信賴和可協作」的系統，為各經濟體和區域

建立「包容性成長」，共同協作的領域包括：數位經濟與智慧城市、能源與環

境技術、先進製造與彈性供應鏈、醫療保健。 

而本周的合作備忘錄著眼於新的合作領域。首先，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

局（IMDA）和美國商務部（DOC）將共同開發可協作的人工智慧治理框

架，並推動人工智慧倫理的採用。此外，兩組織還將利用東協-新加坡網路安

全卓越中心（Asean-Singapore Cybersecurity Centre of Excellence），在

「網路安全最佳實踐」進行合作。 

此外，MTI、新加坡企業發展局、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將支援 DOC 在新加坡

及印尼等其他亞洲市場的先進製造業貿易代表團。這些由美國領銜的貿易代

表團旨在提倡標準化，以提高製造業的彈性，並促進新加坡與美國私部門之

間的新夥伴關係。 

《新加坡-美國成長與創新夥伴關係協定》反映了雙邊關係如何在新興的合作

領域取得進展。這將使民間公司和人民能夠參與國家和區域內不斷增長的數

位經濟。其中一個實際例子是，雙方調整各自的人工智慧治理框架。公司可

以期望在管理風險的同時抓住創新機會，更輕鬆地跨境部署人工智慧。 

新加坡和美國還恢復並擴大了在基礎設施發展方面的合作，包括「環保和永

續的基礎設施專案」。該夥伴關係還將動員私部門參與，像是串聯新加坡、



172 
	

美國和亞洲企業共同參與的圓桌會議。此外，兩國還同意深化「可再生能

源」以及「碳捕獲、利用與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兩個新領域的合作。 

相關連結： 

Eileen Yu(2022). Singapore, US expand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include AI governance.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singapore-us-expand-bilateral-

economic-cooperation-to-include-ai-governance/ (Apr.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雙方交談決定經濟合作內容 

	

#83 詐騙者藉由美國納稅季節的混亂來部署木馬程式 

標題 詐騙者藉由美國納稅季節的混亂來部署木馬程式 

Tags 國際瞭望, 納稅季節, 網路釣魚,  

引言 

網路犯罪者時常藉由混亂來推動正在進行的計劃，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因

COVID-19 的影響，遠距辦公的人數增加，因此網路犯罪者使用 Email 進行

詐騙的頻率也隨之增加。然而，近期美國新的稅法開始生效，網路犯罪者轉

向利用納稅季節的混亂，騙取納稅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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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犯罪者時常藉由混亂來推動正在進行的計劃，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因

COVID-19 的影響，遠距辦公的人數增加，因此網路犯罪者使用 Email 進行

詐騙的頻率也隨之增加。INKY 是一家提供安全電子郵件安全平台的公司，該

公司之分析師最近觀察到，網路犯者利用 COVID-19 的議題，設計網路釣魚

進行詐騙以竊取資料。然而近期美國新的稅法開始生效，網路犯罪者轉向利

用納稅季節的混亂，騙取納稅人的資料。 

Cofense 網路釣魚防禦中心（Cofense Phishing Defense Center，PDC）

的分析師發表一篇文章，文章中描述利用Netsupport Manager（一種故障

排除和屏幕控制程式）作為惡意遠程木馬病毒（RAT），試圖偽裝美國國稅

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報稅支援服務，讓毫無戒心的納稅

人允許惡意病毒進入惡意者的遠端系統。這種新惡意軟體不會立即竊取員工

憑證，而是誘使受害者將強大的特洛伊木馬病毒下載到他們的網路中。 

風險運營公司 Feedzai 的支付解決方案副總裁 Rob Rendell 指出，稅務詐

騙不是什麼新鮮事。詐騙者最喜歡使用網路釣魚來詐騙，是一種商業電子郵

件入侵（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BEC），惡意者偽裝成公司內部人，

以索取員工的 W-2 稅表。一旦提交表格，詐騙者就可以得知個人資訊，包括

姓名、地址、社會安全號碼、收入等。惡意者掌握這些訊息，便可以更輕鬆

的接管帳戶，且根據 Feedzai 公司的最近報告，這是今年發生的第一大詐欺

行為。 

Cofense 的情報分析經理 Joseph Gallop 表示，這些網路釣魚活動和惡意

軟體的傳遞活動都在利用納稅季節的混亂局面。惡意者使用與納稅相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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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為誘餌，讓好奇或擔心的受害者安納稅體或向惡意者提供系統憑證。

Cofense 也警告各個公司，在納稅季要格外警惕，因為惡意者會持續精進策

略以進入用戶收件匣。 

相關連結： 

Karen Hoffman(2022). Scammers exploit chaos of tax season to take 

advantage of consumers, deploy trojans. SC 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cybercrime/scammers-
exploit-chaos-of-tax-season-to-take-advantage-of-consumers-
deploy-trojans (Apr.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許多稅收的表格 

	

#84 美國、歐盟和 G7 為減緩分裂網而需要做更多準備 

標題 美國、歐盟和 G7 為減緩分裂網而需要做更多準備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分裂, 網路封鎖, 網路治理 

引言 
網際網路協會鼓勵美國、歐盟和七大工業國組織（G7）承諾在 4 月 6 日豁免

對俄羅斯提供網際網路接入服務與資訊流通的電信商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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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協會鼓勵美國、歐盟和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G7）在 4

月 6 日承諾豁免對俄羅斯提供網際網路接入服務與資訊流通的電信商之制裁。 

俄烏戰爭持續不斷導致各國政府、服務提供商和其他組織考慮增加對俄羅斯的

制裁，而這些行為可能對全球網際網路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正如最近的一份聲明中所寫的：「我們擔心任何制裁行動中的一個會開始導致

網路分裂，最壞的情況會影響在世界各地的每個人，因為分裂網破壞了網際網

路全球互聯的基礎。」 

分裂網將打破數十年的努力，成為各自獨立的網路，不再以「互聯的方式」一

起工作。分裂網可能使用與網際網路相同的名稱和協議，但政府和公司將成為

管理者，管理人們在網路上可以做什麼、看什麼和存取什麼內容。 

這不僅會限制全世界的資訊流動，還會對國際貿易和商業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我們會失去網際網路提供我們合作、創新和一個無疆界的環境中解決問題的機

會。 

美國、歐盟和 G7 承諾，允許企業繼續在俄羅斯營運網際網路接入服務，這是

保護開放、全球互聯、安全和值得信賴的網際網路關鍵一步。儘管有了進展，

但有一些國家正在考慮制裁的政治化行動，可能無意中影響網際網路基礎。而

就算企業被允許在俄羅斯繼續營運網路服務，仍有一些企業宣布撤離，分裂網

迫在眉睫的威脅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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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擔心自己的國家有一天會成為切斷人們與網際網路

連接的目標。 

我們必須保護網際網路不成為烏克蘭戰爭和任何其他地區地緣政治的棋子。世

界各地的人們生活都依賴於網際網路。正如美國、歐盟和 G7 的聯合承諾所指

出的，在危機時期努力支援人道主義和獲取資訊是關鍵。 

因此，網際網路協會鼓勵二十大工業國（Group of Twenty，G20）、經濟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等其他政策圈支持美國、歐盟和 G7 制定的政策。無論是現在還

是未來，制裁制度應先確保資訊流動自由和網際網路接入服務。 

我們也鼓勵網際網路基礎設施的企業和組織避免政治因素，而做出妨礙網路服

務的決定。正如我們不會讓制裁剝奪人們獲得必需品（如：水）的機會一樣，

我們也不能在危機時期通過破壞安全可靠的網際網路來制裁。 

我們都有責任保護開放、全球互聯、安全和值得信賴的網路，現在比過去任何

時候都更需要我們所有人一起捍衛。 

相關連結： 

InternetSociety(2022). US, EU, and G7 Commitment Will Slow the 

Splinternet, But More Work Needed. InternetSociety. 

檢自： 

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blog/2022/04/us-eu-and-g7-

commitment-will-slow-the-splinternet-but-more-work-needed/ (Apr.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為事情做準備 

	

#85 國土安全部調查人員表示，他們在夏威夷阻止了對海底網路電纜的網路攻

擊 

標題 國土安全部調查人員表示，他們在夏威夷阻止了對海底網路電纜的網路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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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國際瞭望, HSI, 網路釣魚, 網路攻擊 

引言 

國土安全調查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上周檀香山的聯邦調查人員「終止」了

一家不具名電信公司伺服器的網路攻擊事件，此伺服器與夏威夷和該地區的

網際網路、電纜服務和手機連線的海底電纜有關。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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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安全調查局（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HSI）駐夏威夷的特

務收到了來自美國本土 HSI 的提示，說明導致此次攻擊事件「與海底電纜相

關企業伺服器的重大違規行為有關」。調查顯示，「一個國際駭客組織」是

這次襲擊的幕後黑手，HSI 特務和幾個國家的國際執法夥伴已能夠逮捕他

們」。 

該聲明表示海纜沒有發生任何損壞或中斷，也沒有直接的威脅。不過，聲明

中沒有確切指出網路攻擊類型、負責的駭客組織、其他執法機構或任何逮捕

地點。  

在夏威夷的 HSI 調查人員約翰·托邦（John Tobon）表示：「他們發現襲擊

者已經獲得了存取未具名公司系統的憑證。這可能帶來嚴重的大破壞，換句

話說，就是關閉通信網路，或者可能被用來針對個人發動勒索軟體攻擊。」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數據，多達 95%的洲際網際網路資料，都

透過「海底」網路電纜流動。根據大西洋理事會 2021 年 9 月釋出的一份報

告，這些電纜由私營和國有企業共同運營，其安全性和復原力面臨越來越大

的風險。 

該報告的作者賈斯汀·謝爾曼（Justin Sherman）概述了一些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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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權政府希望操縱海底電纜等物理基礎設施，來控制網際網路接取。

然而，這些線路也成為政府或犯罪集團為了竊取敏感數據而秘密監控

的目標。 

• 越來越多的有線電視運營商使用遠端管理系統，其中許多系統的安全

性很差，這使電纜面臨新的網路安全風險。駭客可能從任何地方闖

入，並物理操縱電纜訊號，導致它們無法提供服務，以破壞世界特定

地區網際網路數據的流量。 

謝爾曼補充說，這些路線也始終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勒索軟體威脅：「可想而

知，威脅行為者會入侵電纜管理系統並試圖將基礎設施作為獲取贖金的籌碼。」 

相關連結： 

AJ Vicens(2022). DHS investigators say they foiled cyberattack on 

undersea internet cable in Hawaii. cyberscoop. 

檢自： 

https://www.cyberscoop.com/undersea-cable-operator-hacked-hawaii/ 

(Apr.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海底電纜的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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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週期：2022/5/2-5/7 

#86 Cookie 正在消失，但網路追蹤可能仍然存在 

標題 Cookie 正在消失，但網路追蹤可能仍然存在 

Tags 國際瞭望, Cookie, 網路追蹤 

引言 

現今不管在網際網路上做任何事情皆會被追蹤，這些蒐集到的資訊可以用來推銷產

品、瞄準潛在選民，甚至詐騙，而 Cookie 是最常用的追蹤工具。然而，在過去的

幾年裡，社會已經廣泛地開始認識到此追蹤具有侵略性。儘管如此，網際網路上的

追蹤並沒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改變方法。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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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不管在網際網路上做任何事情皆會被追蹤，這些蒐集到的資訊可以用來

推銷產品、瞄準潛在選民，甚至詐騙。Cookie 是最常用的追蹤工具，是一個

「小型文字檔案」，儲存在使用者的瀏覽器中，目的是讓瀏覽器記下一些使

用者特定的資訊，可以讓使用者保持登錄狀態或在最常存取的網站上儲存使

用者偏好等。但 Cookie 也可用於其他方面，自 2000 年代中期以來，

Cookie 和其他形式的第三方追蹤已被Google、Facebook 等網站，用於追

蹤使用者在網際網路上的活動。 

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裡，消費者的觀點已經轉向反對此追蹤，社會已經廣泛

地開始認識到此追蹤具有侵略性。在 Pew Research Center 2019 年的一份

報告中，79% 的美國人擔心公司收集多少關於自己的資料，81% 的美國人



180 
	

認為資料收集的潛在風險超過潛在的好處。Apple 的 Safari 瀏覽器是第一家

開始阻止第三方 Cookie 的，陸續多家瀏覽器也開始行動。 

儘管如此，網際網路上的追蹤並沒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改變方法。Google 宣

布將用一種名為「Topic」的新功能取代 Cookie。並且，當使用者在同一生

態系統中移動時，追蹤變得更加簡單。如果使用者在 Google Chrome 中登

錄 Google 帳戶，使用 Google 搜索，並在 YouTube 上觀看影片，

Google 不需要使用 Cookie 來追蹤，已經有大量資料與此使用者的帳戶關

聯。相同的原理也同樣在 Apple 出現，雖然 Apple 阻止第三方收集有關其

使用者的資料，但它仍然可以存取大量訊息。Facebook 和 Instagram 無法

追蹤使用者在 Amazon 上看到的內容，但仍可得到使用者關注和互動的記

錄。 

現在，網際網路的追蹤處於過渡階段，歐盟對違反用通用資料保護規則（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收取越來越高的罰款。

DuckDuckGo 和 Brave 兩家專注於隱私的公司也宣布，他們的瀏覽器將繞過

Google 的 AMP頁面，AMP頁面是 Google 利用其規模進一步追蹤使用者

的方式之一。由此來看，使用者在網際網路的使用紀錄被追蹤的情形，勢必

會因科技發展而從不同方式持續進行。  

相關連結： 

HARRY GUINNESS(2022). Cookies are going away, but internet tracking 

may still be here to stay. Popular Science. 

檢自： 

https://www.popsci.com/technology/cookies-internet-tracking/ (May. 

0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電腦上標有追蹤字樣 

	

#87 ICANN 正在制定評估 DSFI-TSG 建議的流程 

標題 ICANN 正在制定評估 DSFI-TSG 建議的流程 

Tags 國際瞭望, DSFI-TSG,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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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CANN技術長辦公室（OCTO） 委託 DSFI-TSG 召集具有 DNS 標準和營

運經驗的專家，目的是調查可能的機制，以在會影響 DNS 安全性和穩定性

的問題上加強協作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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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技術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OCTO）正

在領導 ICANN 組織發展的工作，以制定 DNS 安全促進技術研究組（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Facilitation Initiative Technical Study Group，DSFI-

TSG）提案的流程。ICANN 的 CEO Göran Marby 在 2020 年委託 DSFI-TSG

召集具有處理網路犯罪、安全事件、註冊管理機構和註冊服務機構運營以及關

鍵基礎設施營運經驗的專家，目的是調查可能的機制，以會影響 DNS 的安全

性和穩定性問題上加強合作和溝通。 

在 2021 年 10 月提交給 Göran 的報告中，DSFI-TSG 提出 12 項建議，關於

ICANN 如何提高全球 DNS 的安全性、穩定性和彈性。儘管 DSFI-TSG所提出

的建議超出 ICANN董事會建議的行動請求登記（Action Request Register，

ARR）流程範圍，但 ARR 流程為這項工作提供一個有用的架構。這項跨職能工

作將使用以下階段： 

第一階段：理解 

第一步，ICANN 將酌情把建議化為單獨的可操作項目，並記錄每個項目的理

解聲明。與 DSFI-TSG 的成員一起努力達成對每個可操作項目的共識，一旦達

成共識得到確認和記錄，代表此階段已完成。 



182 
	

第二階段：評估和考慮 

完成第一階段後，ICANN 將評估這些項目的可行性，並提供每項建議的實施

建議。在此階段考慮的要素包括： 

l 潛在的積極或消極的社群影響 

l 營運可行性，包括時間考量 

l 合約和法律義務 

l 與 ICANN 的戰略目標和營運計劃保持一致 

l 對 ICANN、社群和公眾的財政影響 

此階段將在 ICANN 提交給 CEO 的報告發布後完成。 

第三階段：社區諮詢 

ICANN將與社群就其評估結果和實施的後續步驟進行互動，包括 DSFI-TSG的

建議要如何適應 ICANN 的規劃優先框架草案。 

第四階段：實施 

被認為可行和可實施的建議將進入最終實施階段，包括實施設計和優先排序。 

相關連結： 

John Crain(2022). ICANN is Developing a Process for Evaluating DSFI-TSG 

Recommendations.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is-developing-a-process-

for-evaluating-dsfi-tsg-recommendations-20-04-2022-en (May. 0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指向桌上紙張進行評估 

	

#88 Verisign 2021 年第 4 季域名產業現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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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Verisign 2021 年第 4 季域名產業現況簡介 

Tags 國際瞭望, Verisign, TLD, ccTLD, gTLD, ngTLD, 域名 

引言 
註冊管理機構 Verisign 於今（2022）年 4 月公布了「2021 年第 4 季域名產

業現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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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管理機構 Verisign 於今（2022）年 4 月公布了「2021 年第 4 季域名產

業現況報告」，根據該份報告之統計結果，截至 2021 第 4 季，頂級域名

（top-level domain，TLD）的總註冊量為 3.417 億筆，相較於 2021 年第 3

季的總量增加了 330 萬筆，單季漲幅為 1%；若與去年同期（2020 年第 3

季）的總量相比，則是增加了 160 萬筆，年度漲幅為 0.5%。註冊量最高的前

三大 TLD 依序為.com、.de 以及.cn。 

TLD 整體當中，由 Verisign 營運的通用頂級域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gTLD）.com 和.net，在 2021 年第 3 季的總註冊量分別為 1.6 億

與 1,340 萬，兩者合計達 1.734 億，相較於 2021 年第 3 季增加了 140 萬

筆，單季漲幅為 0.8%；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成長了 820 萬筆，年

度漲幅為 5.0%。結算至 2021 年第 4 季末，一年內新註冊的.com 和.net 域

名共計 1,060 萬筆，去年同期的新註冊量則是 1,050 萬筆。 

在 ccTLD 方面，截至 2021 年第 3 季的總註冊量為 1.274 億筆，相較於 2021

年第 3 季增加了 70 萬筆，單季漲幅為 0.6%；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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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530 萬筆，年度跌幅為 4.0%。註冊量最高的前三大 ccTLD 依序

為：.de、.cn 以及.uk。 

而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截至 2021 年第 4 季的總註冊量為 2470 萬

筆，占整體 TLD 的 7.2%，相較於 2021 年第 3 季增加 120 萬筆，單季漲幅

為 5.1%；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減少 130 萬筆，年度跌幅為

5.2%。其中，前十大 New gTLD 共占整體註冊量的 50.6%，而註冊量最高的

前三大 New gTLD 依序為.xyz、.online 以及.top。 

相關連結： 

Verisign (2022).The Domain Name Industry Brief Q4 2021 DATA AND 

ANALYSIS.  

檢自： 

https://www.verisign.com/en_US/domain-names/dnib/index.xhtml  

https://www.verisign.com/assets/domain-name-report-Q42021.pdf 

(May. 0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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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域名註冊量上升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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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週期：2022/5/9-5/14 

#89 美國和 60 個全球合作夥伴發布網際網路未來宣言 

標題 美國和 60 個全球合作夥伴發布網際網路未來宣言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安全, 資訊安全, 網際網路未來宣言, 網路治理 

引言 

美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與合作夥伴一起發起了《網際網路未來宣

言》。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歐盟、日本、臺灣、英國等 60 個合作夥伴贊

同該宣言。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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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網際網路是革命性的，它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聯絡和表達自

己的機會，並持續改變全球經濟，為數十億人提供了經濟機會。然而，它也

帶來了嚴重的政策挑戰。在全球範圍內，我們正在目睹數位威權主義的抬

頭，一些國家採取行動壓制言論自由、干涉選舉、發佈假訊息，並剝奪公民

的人權。與此同時，數百萬人仍然面臨存取障礙、網路安全威脅，種種事蹟

相繼破壞了網路的信任和可靠性。 

此宣言代表合作夥伴對網際網路和數位技術的積極願景做出了政治承諾，它

還重申並再次承諾使用單一的全球網際網路——一個真正開放，並促進競

爭、隱私和尊重人權的網際網路。《網際網路未來宣言》的原則包括承諾： 

• 保護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 促進全球網際網路與資訊的自由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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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包容性和價格合理的的網路連線，以便所有人都能從數位經濟中

受益 

• 透過保護隱私，促進對全球數位生態系統的信任 

• 保護和加強針對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治理模式，並為所有人的利益維持

網際網路正常運作。 

在過去的一年裡，美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夥伴合作——包括民間社會、工業

界、學術界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他們重申了對開放、自由、全球、可協作、

可靠和安全的網際網路願景，並扭轉了網際網路的負面趨勢。根據這一願

景，世界各地的人們將受益於一個統一、不支離破碎、促進全球通訊和商

業，並支援自由、創新、教育和信任的網際網路。 

相關連結： 

TheWhiteHouse-BRIEFING ROOM(2022).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and 

60 Global Partners Launch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TheWhiteHouse 

檢自：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

releases/2022/04/28/fact-sheet-united-states-and-60-global-partners-

launch-declaration-for-the-future-of-the-internet/  

https://www.theverge.com/2022/4/28/23046652/declaration-for-the-

future-of-the-internet-eu-us-regulation-commitment-announced (May. 

0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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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五個人拿著拼圖 

	

#90 Revise 募集了 350 萬美元建構可程式化 NFT 程式的發展軌道 

標題 Revise 募集了 350 萬美元建構可程式化 NFT 程式的發展軌道 

Tags 國際瞭望, NFT, 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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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會上對NFT 存在普遍的偏見，認為這只是個靜態的 JPEG檔。可想而知，

從技術上來說事實並非如此。NFT 是區塊鏈上具有各種不同特質的程式碼，

但要是這些程式能做更多的事情呢?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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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為 Revise 的新創公司正試圖將 NFT 根據項目改變屬性並商品化。它

使開發人員能夠讓自家的 NFT 與特定的資料源互動，這些資料源可能是

Chainlink 等 Web3.0 平臺，也可以是 Weather.com 等 Web 2.0 渠道。例

如，足球NFT 可以被設定來與國際足聯的資料互動，並根據球場上的球員真

實表現改變屬性或媒體內容。 

可程式的 NFT 能夠利用使用者的互動或技能，使資產更加罕見。而根據使用

者互動所編寫的 NFT，將激勵使用者更積極地參與專案項目。此外，Revise

還透過資料結構為資料儲存添加一層治理，來幫助開發人員以可信任的方式

處理爭議。 

目前，動態 NFT 所面臨的問題是資料必須鏈下交易。因此，大多數人最終會

將 NFT 儲存在 AWS S3 或不同的 web2.0 上，這就是 Revise 的資料結構在

解決的問題。 

Revise 最初與 Polygon 區塊鏈一起推出，但它計畫將來能擴充到其他區塊

鏈。Revise 表示，已經在由 Alpha Wave Global 和 8i 公司共同主導的種子

輪中籌集了 350 萬美元，其中包括 Polygon 創始人 Sandeep Nailwal。 

Alpha Wave Global 的 Tushar Behl 在一份報告中說：「整個 NFT 環境出現

了巨大的轉變，這種抽象概念可以廣泛適用於任何可象徵化的現實世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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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此外，隨著更複雜的工具建立在 NFT 上，可追溯性和透明度將成為最重

要的治理目標。」 

相關連結： 

Manish Singh(2022). Revise raises $3.5 million to build rails for 

programming NFTs. TechCrunch 

檢自： 

https://techcrunch.com/2022/04/28/revise-raises-3-5-million-to-build-

rails-for-programming-nfts/ (May. 0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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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印有 NFT 字樣的電腦與可在 NFT 上拍賣的作品 

	

#91 網路用戶可以要求從 Google 搜索結果中刪除他們的個人資料 

標題 網路用戶可以要求從 Google 搜索結果中刪除他們的個人資料 

Tags 國際瞭望, 刪除, 個人資訊 

引言 

先前 Google 在刪除敏感資訊時，標準非常高，然而電子郵件、電話號碼或

住址出現在搜索結果中可能會令使用者恐懼。Google 於 4 月 27 日宣布，

網路用戶現在可以針對帶有個人資訊索結果提出刪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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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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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 Google 在刪除敏感資訊時，標準非常高，然而電子郵件、電話號碼或住

址出現在搜索結果中可能會令使用者恐懼。Google 於 4 月 27 日宣布，網路

用戶現在可以針對帶有個人資訊的搜索結果提出刪除申請。除了刪除個人資訊

外，Google 正在考慮納入對未成年人照片、人工智慧偽造的色情內容和其他

露骨內容的刪除請求。 

雖然從 Google 搜索結果中刪除後，不代表該內容會從網際網路上刪除，而是

會將搜索流量從這個最大的來源轉出至其他地方。Google 全球搜索政策負責

人 Michelle Chang 表示，開放搜索是一個關鍵目標，但人們也有權利保護自

己的敏感個人訊息。 

提交申請有以下幾個步驟，首先存取主題的支援頁面，點擊藍色的開始提出移

除要求按鈕，會詢問用戶想要執行哪些作業，告訴 Google 想移除的資訊位於

何處，以及是否已聯繫網站擁有者，此時只需點擊否。接著，Google 詢問要

移除何項內容，選擇相對應選項，例：個人資訊（例如識別碼和私人文件）。

接下來，用戶可以指定移除哪項個人資訊，例：聯絡資訊 (例如地址、電話號

碼或電子郵件地址)。 

下一個問題，詢問是否與遭人以惡意、威脅或騷擾的意圖散播相關。之後，

Google 會要求用戶提供全名、居住國家和電子郵件。用戶只能針對與自己或

代表他人，提交相關結果的移除要求，Google 要求提供用戶欲移除內容或圖

片的網頁網址，一次最多可以提交 1,000 個網址。接著，要求用戶附加螢幕截

圖，該截圖中需清楚指出每個網址中顯示聯絡資訊的位置。在表單最後，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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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要求填寫搜尋時用的姓名或其他 ID，例如暱稱、婚前姓氏、姓氏等。在簽

名和送出移除請求之前，用戶可補充其他相關資訊。 

最後用戶會收到一封來自 Google 自動傳送的確認電子郵件，表明已收到移

除請求。目前尚不清楚審核用戶的案件需要多長時間，但 Google 會在通過

請求或不通過請求時通知用戶。 

相關連結： 

REECE ROGERS(2022). How to Remove Your Personal Info From Google's 

Search Results. WIRED 

檢自： 

https://www.wired.com/story/remove-personal-info-from-google-

search-results/ (May. 0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刪除電腦上的資料 

	

#92 微軟：第三季雲端服務收入達到 234 億美元，增長 32% 

標題 微軟：第三季雲端服務收入達到 234 億美元，增長 32% 

Tags 國際瞭望, 微軟, 收益 

引言 
微軟 2022 財報年第三季的收益增長，主要歸功於雲端服務。本季度微軟雲

端服務的收入為 234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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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Microsoft ） 2022 財報年第三季的收益增長，主要歸功於雲端服務。

本季度微軟雲端服務的收入為 234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長 32%。微軟

本季度的整體收入為 494 億美元，增長 18%，利潤增長 8% 至 167 億美

元，每股收益為 2.22 美元，增長 9%。華爾街預計微軟將報告每股盈餘為 

2.19 美元和 490.5 億美元的收入。 

微軟的三個產品類別佔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分別為：生產力和業務流程

（Office、LinkedIn 和 Dynamics）、智慧雲（伺服器產品和雲端服務）和

個人計算（Windows、Xbox、搜索和 Surface）。另外，Microsoft 365 的

消費者訂閱數增長 16% 至 5840 萬，Office 365 商業版訂閱用戶數與去年

同期比較增長 16%。 

微軟官方將收益原因歸因於來自新客戶、續訂客戶和大客戶的商業訂閱量。

Windows OEM 業務與去年同期比較增長 11%，Surface 收入與去年同期

比較增長增長 18%。到目前為止，微軟以 197 億美元收購 Nuance 語音辨

識公司 ，此事件對財報並沒有產生影響。未來，Nuance 的財務將成為智慧

雲伺服器和服務部門的一部分。 

微軟官方表示，微軟的網路安全業務每年達到 150 億美元，並且增長速度比

微軟的其他業務都快速許多。相較於 2021 年 1 月，微軟高階主管曾表示，

這對微軟來說是一項價值 100 億美元的業務。 鑑於客戶需要花錢來支持他們

已經付費購買的微軟軟體和服務的安全性，微軟因吹捧這項業務的增長速度而

受到批評。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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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Jo Foley(2022). Microsoft: Cloud revenue at $23.4 billion in Q3, up 

32 percent.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microsoft-cloud-revenue-at-23-4-

billion-in-q3-up-32-percent/ (May. 0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收入上升 

	

#93 俄羅斯加強控制烏克蘭赫爾松州網路 

標題 俄羅斯加強控制烏克蘭赫爾松州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俄烏戰爭, 網路控制 

引言 
網際網路監督組織 NetBlocks 表示，監測到已被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赫爾松

地區的網路，是透過俄羅斯的基礎設施連線。 

摘要 

字

數： 

559 

5 月 2 日網際網路監督組織 NetBlocks 表示，監測到已被俄羅斯佔領的烏克

蘭赫爾松地區的網路，是透過俄羅斯的通訊基礎設施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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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似乎是為了加強莫斯科對赫爾松地區的掌控，莫斯科聲稱已經完全控制了

該地區。俄羅斯指派的赫爾松當局官員表示，該地區將於 5 月 1 日開始使用俄

羅斯法定貨幣-盧布。 

總部位於倫敦的 NetBlocks 表示，4 月 30 日追蹤到赫爾松地區各地幾乎全面

斷網的情況，這影響了烏克蘭多家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幾小時後，該地區恢

復連線，但多項指標顯示，當地網路流量正通過俄羅斯。 

5 月 1 日 NetBlocks 在網站上表示：「網路連線是通過俄羅斯路由，而不是烏

克蘭電信基礎設施，因此赫爾松地區網路可能已受到俄國網路法規監控和審查

影響」。 

英國國防部表示，俄羅斯在該地區的舉動「表明俄羅斯可能有意長期對赫爾松

施加強大的政治經濟手段」。 

俄羅斯發表了有關使用盧布的聲明，並拒絕承認該地區可能會回歸烏克蘭控

制。俄羅斯指派的赫爾松「軍民管理局」副局長 Kirill Stremousov，4 月 28 日

對俄羅斯新聞社表示，從 5 月 1 日開始為期四個月，烏克蘭荷林夫納（UAH）

和俄羅斯盧布（RUB）會同時流通，作為貨幣過渡期。 

烏克蘭承認已失去了包括赫爾松地方首府在內的大部分赫爾松地區，但也表

示，烏克蘭武裝部隊正在擊退試圖進入該州邊界的俄羅斯軍隊。 

相關連結： 

Cynthia Osterman(2022). Russia reroutes internet traffic in occupied 

Ukraine to its infrastructure.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reroutes-internet-traffic-

occupied-ukraine-its-infrastructure-2022-05-02/ (May. 0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查詢網路流量 

	

#94 RFC 1591-域名系統的結構和授權 

標題 RFC 1591-域名系統的結構和授權 

Tags 國際瞭望, RFC 1591,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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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提供了有關域名系統（DNS）中域名結構的一些資訊，特別是頂級域名

和域名管理。 

摘要 

字

數： 

5,292 

網路工作小組                                              J. Postel 

Request for Comments: 1591                                     ISI 

分類: 資訊                                             1994 年 3 月 

域名系統的結構和授權 

本文的狀態 

本文為網路社群提供資訊。本文未指定任何類型的網路標準。本文的散佈不受

限制。 

1. 前言 

本文提供了有關域名系統（DNS）中域名結構的一些資訊，特別是頂級

域名和域名管理。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IANA）是管理國際網際網路中

使用 IP 位址、域名和許多其它參數的機構。分配 IP 位址、自治系統編

號以及大多數頂級和二級域名的日常職責由網際網路位址註冊管理機

構（IR）和區域網際網路註冊管理機構處理。 

2. 域名結構的頂層 

在計算機的域名系統（DNS）命名中，採用層次結構的名稱。系統的根

域是沒有名稱的。有一層稱作頂級域名（TLDs），含通用頂級域名（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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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NET、ORG、GOV、MIL 和 INT）以及 ISO-3166 的二位字母

國家代碼。其他頂級域名被創建的可能性極小。 

在每個頂級域名下可以創建層次結構名稱。通常在通用頂級域名下的結

構非常扁平，也就是說許多組織機構直接在頂級域名下註冊，任何頂級

域名下一層的結構都會取決於該機構。 

在國家頂級域名中，結構形式差異很大，一些國家的國家頂級域名結構

非常扁平，而另一些國家則有實質的組織結構。某些國家頂級域名下的

二級域名是通用的（例如 AC、CO、GO 和 RE），有一些是基於行政

區劃分，還有一些直接將機構名稱列於國家頂級域名之下。RFC 1480 文

件中描述美國的域名結構。  

通用頂級域名都是由那類別的組織機構所創建的。國家頂級域名（例如，

FR、NL、KR、US）均由該國家的管理組織負責。這些管理組織可以進

一步委派域名樹的管理職責。這些管理組織是服務公共網際網路社群的

角色。通用頂級域名和美國國家頂級域名的描述如下。 

在通用頂級域名中，有五個是國際化頂級域名，有兩個僅限於美國實體

機構使用。 

國際通用頂級域名： 

COM - 此域名適用於經濟實體，即企業。這個域名增長得非常龐大，如

果持續增長，就要擔心工作管理負載和系統執行效率。正在考慮劃

分 COM 域名，並且規定將來的經濟實體只允許在其子域中進行註

冊。 

EDU - 此域最初是為所有教育機構。許多大學、學院、學校、教育服務機

構和教育公會都在此域名註冊。最近，決定進一步限制註冊實體為

四年制大學和綜合大學。學校和兩年制大學將在國家頂級域名中註

冊（參見下面 US 域名，特別是不滿四年制學校和社區大學）。 

NET - 此域名僅提供網路服務供應商的計算機註冊，即 NIC 和 NOC 計算

機主機、管理計算機和網路節點計算機。網路服務供應商的客戶可

以擁有自己的獨立域名（不在 NET 頂級域名下）。 

ORG - 此域名提供不屬於其他通用頂級域名類別的組織。一些非政府組織

適合在此域名註冊。 

INT - 此域名適用於根據國際公約或國際資料庫建立的組織機構。 

僅限美國通用頂級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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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 - 此域名最初用於任何類型的政府部門或機構。最近，決定只有美國

聯邦政府的部門才能註冊。州和地方政府部門機構註冊於國家頂級

域名中（參見下面 US 域名）。 

MIL - 此域名由美國軍方使用。 

國家頂級域名範例： 

US - 作為國家頂級域名的範例，US 域名基於行政區劃分的基礎提供各類

實體機構註冊，即<實體名>.<地區>.<州代碼>.US 的層次結構。

例如，「IBM.Armonk.NY.US」。此外，提供美國頂級域的域名分

支給各州各類實體機構，包括學校（K12）、社區大學（CC）、技

術學校（TEC）、州政府部門機構（STATE）、政府委員會（COG）、

圖書館（LIB），博物館 （MUS）和其他類型的實體機構（詳見 RFC 

1480）。 

查詢並聯繫頂級域名，請使用「whois」服務存取 rs.internic.net 主機

上的資料庫。附加「-dom」到您感興趣的頂級域名後面。例如： 

whois -h rs.internic.net us-dom 

或者 

whois -h rs.internic.net edu-dom 

3. 管理授權 

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 (IANA) 負責域名系統 (DNS) 的整體協調和管

理，特別是頂級域名這部分的授權。這些頂級域名中的大多數都是取自

ISO-3166 標準的二位字母國家代碼。 

IANA 會指定一個網際網路位址註冊管理機構（IR）來處理域名系統的

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新的頂級域名（例如國家頂級域名）申請由 IR 與

IANA 一同處理協商。國際的中央 IR 域名是 INTERNIC.NET。在 COM、

EDU、ORG、NET 和 GOV 域名中的二級域向 InterNIC 註冊。MIL 域

名中的二級域在 NIC.DDN.MIL 域名中的 DDN 註冊。INT 域名中的二

級域在 ISI.EDU 域名中的 PVM 註冊。 

雖 然 新 的 頂 級 域 名 申 請 都 必 須 發 送 到 InterNIC

（hostmaster@internic.net），但區域網際網路註冊管理機構經常會被

召集一起管理域名系統，特別是需要解決國家頂級域名管理問題的時

候。目前，歐洲網路資訊中心（RIPE NCC）是歐洲的區域網際網路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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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構，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是亞太地區的區域網際網路註

冊管理機構，而美國網際網路資訊中心（InterNIC）管理北美以及其他

尚未授權的地區。 

這些區域網際網路註冊管理機構的聯繫電子信箱是： 

                 InterNIC hostmaster@internic.net 

                 APNIC  hostmaster@apnic.net 

                 RIPE NCC ncc@ripe.net 

下面敘述關於建立新的頂級域名時所涉及的策略問題，以及必須將已建

立的域，變更管理權從一方更改為另一方的相關問題。 

通常創建一個新的頂級域名時，會將其管理權授予一個「指定管理機構」

（designated manager）。 

當一個子網域被委託時，所有類似的問題都是相關的，下列描述的授權

策略內容，同樣可以應用到全網路域名系統命名空間的授權。 

要指定一個域名的管理機構，主要條件是它可以承擔必要的職責，並有

公平、公正、誠實和稱職的工作能力。 

1. 關鍵需求是，每個域都要有一個受指定的管理機構來監督該域的

命名空間。在國家頂級域名的情況中，意味著該國家有一個管理

機構監督這個域名並營運域名系統。 

當然，管理機構必須連接網際網路。使用網際網路協定（IP）連

接到名稱伺服器，以及使用電子郵件聯繫其他管理機構和管理人

員。 

每個域都必須有一個管理聯繫人和一個技術聯繫人。屬於國家頂

級域名的管理聯繫人必須居住在其國家內。 

2. 這些被指定的權威組織是發配域名的受託人，有服務社群的義務。  

指定的管理機構是國家（在國家頂級域名的情況下）和全球網際

網路社群頂級域名的託管人。 

託管人只關注在域名的「權利」和「所有權」是不恰當的，應當

關心對於網路社群的「責任」和「服務」。 

3. 管理機構必須公平對待申請域名的所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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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對所有申請者都應使用相同的規則，所有申請必須以完

全公平的方式處理，不論是學術或商業（或其他）性質的用戶都

應在平等的基礎上被對待。對於與管理機構有業務往來的申請

者，不應認為會有任何特別的待遇。例如，對特定數據網路提供

商的客戶沒有優惠。客戶不能要求使用特定的電子信箱系統（或

其他應用程式）、協議或產品。 

頂級域名的子域所需要的規則並沒有低於頂級域名本身。也就是

說，本文中各層級域名的需求關係是息息相關的。特別是所有子

域應當被允許營運自己的域名服務，提供子域管理機構認為合適

的任何資訊（只要資訊是真實和正確的）。 

4. 該領域的利害關係人應同意指定的管理機構是適當的託管人。 

IANA 通常使競爭關係的各方達成一致的協議，除非在各方都同

意的情形之下，否則不會採取行動來改變現況；或在指定管理機

構有嚴重不當行為的情況下，IANA 才會介入。 

然而，利害關係人在選擇指定管理機構時也有一定的發言權。 

IANA 和中央 IR 建立一個新的頂級域名，但僅委託出部分的管理

權，這可能會發生在以下兩種情況：(1) 競爭的各方無法達成一

致；(2) 申請方無法代表或服務整個國家。有時會出現一個國家

外的機構試圖幫助這個國家內的網路系統開始運作，這種情況被

叫做「代理」域名服務。 

由 IANA 設立的一個委員會，網際網路域名名稱審查委員會

（IDNB）將作為一個審查小組負責處理機構間，協調無法達成一

致的情況，IDNB 的最終決定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 

5. 指定的管理機構為所管理域的域名服務工作必須令人滿意。 

也就是說，域名分配、委派子域和營運域名服務，這些具體的管

理工作必須具備技術能力。包括讓中央 IR（在頂級域名的情況下）

或其他上層級別的域名管理機構了解域名的狀態，及時回應域名

申請，並以準確、耐心和可靠的技術管理資料庫。 

管理機構必須有一個主域名伺服器和一個輔助域名伺服器，兩者

要具有網際網路 IP 位址連接，並且易於被 IR 和 IANA 檢查運行

狀態和資料庫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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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域名的運行持續存有問題，則原託管的管理機構將被撤銷委

派，並委派給另一個管理機構。 

6. 將指定管理機構管理權從原機構轉移到另一個機構時，更高級別的域名管

理機構（在頂級域名的情況下為 IANA）必須接收到原機構和新機構之間交流

的訊息，以使 IANA 確保移交管理權的情況是經過雙方同意，且新機構也充分

了解職責內容。 

此外，IANA 接收其他機構間的訊息也是有益的，這些機構可能

因為轉移管理權的事務被涉及或影響。  

4. 域名的權力 

1. 名稱和商標 

如果域名註冊人之間對一特定名稱發生爭議，註冊機構除了提供

聯繫資訊給雙方外，沒有其餘義務和責任。 

域名註冊時不會顯示任何商標狀態，申請者要自行確認有無侵犯

他人商標。 

2. 國家代碼 

IANA 不負責決定與定義某地區是或不是一個國家。 

使用 ISO-3166 內的代碼列表作為國家頂級域名的基礎，因著 ISO

有相關程序決定那個實體應該或不應該列於該國家代碼列表中。 

5.  安全注意事項 

本文沒有討論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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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印有許多域名字樣的方塊互相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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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週期：2022/5/16-5/21 

#95 Apple、Google 和微軟合作開發無密碼登錄 

標題 Apple、Google 和微軟合作開發無密碼登錄 

Tags 國際瞭望, 無密碼登錄, 合作 

引言 
Apple、Google 和微軟正在合作開發更方便、更安全的登錄技術，針對行動

裝置、桌機和瀏覽器實現無密碼登錄。 

摘要 

字數: 

668 

眾所皆知，在網際網路上使用密碼不安全，根據 Verizon 的年度數據洩露報

告， 有 80% 以上的洩露事件，皆是因密碼薄弱且容易被猜到。雖然密碼管

理員和多重要素驗證提供漸進式改進，但 Apple、Google 和微軟正在合作開

發更方便、更安全的登錄技術，針對行動裝置、桌機和瀏覽器實現無密碼登

錄。 

科技巨擘週四宣布，正在擴大對 FIDO 聯盟和 W3C 的無密碼登錄標準，代

表用戶無論使用的系統或瀏覽器是何種，皆可以使用手機登錄應用程式或網

站。類似用戶每天執行多次相同操作來解鎖手機，例如驗證指紋、人臉辨識

或設備 PIN。除此之外。用戶還可以跨多個設備自動訪問 FIDO 登錄憑證或

「密碼｣ ，而無需重新註冊每個帳戶。 

雖然這三家公司長期支持 FIDO 聯盟創建的無密碼登錄標準，但用戶仍需要

在每一次使用設備時，登錄網站或應用程式，才能使用無密碼功能。明年，

三大科技巨頭將在 macOS 和 Safari；Android 和 Chrome；Windows 和 

Edge 上實施無密碼 FIDO 登錄標準。例如，用戶能夠在 Googl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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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瀏覽器，使用在 apple 裝置上的密碼，並在 Microsoft Windows 運

作。 

蘋果產品營銷總監 Kurt Knight 表示，與業界合作建立新的、更安全的登錄

方法，以提供更好的保護，並消除密碼造成的漏洞，是 Apple 致力於提供最

高安全性和用戶體驗的產品的核心---為了留住用戶的個人訊息安全。 

雖然到目前為止密碼都可在從多項試圖將密碼消滅的舉動中倖存下來，三家

公司合作的無密碼登錄可能將一勞永逸地移除密碼。 

相關連結： 

Carly Page(2022). Apple, Google and Microsoft team up on passwordless 

logins. TechCrunch. 

檢自： 

https://techcrunch.com/2022/05/05/apple-google-microsoft-

passwordless-logins/ (May. 1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利用簡訊、臉部辨識及指紋辨識登入裝置 

	

#96 美國 FTC 表示，Frontier 誇大網路速度並欺騙客戶 

標題 美國 FTC 表示，Frontier 誇大網路速度並欺騙客戶 

Tags 國際瞭望, DSL, 光纖網路, FTC, Frontier 

引言 

聯邦貿易委員會今天表示，他們已採取行動阻止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欺騙消費者，並向 Frontier 索取未能提供高速網

路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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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 Communications 於 2021 年 5 月被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起訴，這週四，Frontier 同意與聯邦貿易委員會

以及洛杉磯縣、河濱縣的地區檢察官達成和解。 Frontier 必須向加州支付

850 萬美元的「調查和訴訟費用」，以及 25萬美元補償受到損失的 Frontier

客戶。 

該訴訟涉及 Frontier 對其 DSL 網路服務的聲明，該服務比光纖到戶慢得多， 

DSL 速度也因位置而異，這取決於客戶的家與供應商基礎設施的距離。 

FTC 消費者保護局局長塞繆爾·萊文說：「Frontier 誇大所提供的網路速度，

並收取高網速價格。 」，擬議的命令將要求 Frontier 為新客戶和投訴客戶逐

一證實其網路速度的指控，並在無法證實時通知客戶，同時要求 Frontier 在

簽約、升級或向新客戶收費之前，確保能夠提供其宣傳的網路服務速度，並

禁止 Frontier 在網路熱區為其 DSL 網路服務簽約新客戶。此外，Frontier 必

須「通知正在使用 DSL 網路服務的現有客戶，並允許這些客戶免費更換或取

消其服務。」FTC 以 4 比 0 的票數批准了擬議的命令，該和解命令正在等待

美國加州中區地區法院法官批准。 

Frontier 表示：「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投訴『包含毫無根據的指控，無視重要

事實』，我們真誠地解決了訴訟，並將其拋在腦後，以便持續專注於我們的

業務。」 

雖然客戶將獲得一些財務補償和付款彈性，但許多人仍受限於 Frontier DSL

是所在地的唯一選擇。 Frontier DSL 服務的許多使用者都在鄉村地區，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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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他們可能只有一個或非常有限的網路服務選擇。因此，該和解協議還指

出，Frontier 必須在四年內向加州的 6 萬戶家庭部署光纖到戶服務。 除此之

外，Frontier 之前還承諾 2026 年底向加州的 35萬戶家庭和企業部署光纖服

務。 

相關連結： 

JON BRODKIN(2022). Frontier lied about Internet speeds and “ripped off 

customers,” FTC says. arstechnica. 

檢自： 

https://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22/05/frontier-lied-about-

internet-speeds-and-ripped-off-customers-ftc-says/ (May. 1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造假向人們提供不真實的資訊 

	

#97 南韓成為北約網路研究中心的第一個亞洲成員 

標題 南韓成為北約網路研究中心的第一個亞洲成員 

Tags 國際瞭望, NIS, NATO, CCDCOE, 網路防禦, 資訊安全 

引言 
韓國國家情報局（NIS）表示，韓國已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下屬

的合作網路防禦卓越中心，成為第一個亞洲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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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加拿大和盧森堡一同加入北約合作網路防禦卓越中心（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re of Excellence，CCDCOE），其總部則位於愛沙尼亞

塔林，這是一個跨學科網路防禦研究、培訓和演習基地，用來支援北約及其成

員國的智庫。該智庫在愛沙尼亞的倡議下由北約成員國於 2008 年成立，以應

對可能來自俄羅斯的嚴重網路攻擊。 

隨著三個新成員國的加入，CCDCOE 現在共有 32 個成員——27 個北約贊助

成員國和包括不屬於北約的韓國在內的 5 個貢獻參與者。韓國 NIS 表示，自

2019 年以來，為了應變網路攻擊和獲得專業知識，他們積極申請成為 CCDCOE

的成員，以保護韓國主要基礎設施，並制定全球戰略。而今年 3 月初，CCDCOE

的 27 個贊助國投票接受烏克蘭作為貢獻參與者加入該中心。 

韓國在成為該中心的官方成員之前，就參加了 CCDCOE 的大規模網路防禦演

習 Locked Shields，在此演習中，數千名專家共同防禦虛構國度，以免於遭受

模擬的網路攻擊。 

韓國過去曾遭受過多次網路攻擊，目標從國營核研究機構到加密貨幣公司，據

稱其中大部分是由北韓駭客組織發動。NIS 指出，網路威脅需要密切的全球合

作來應對，因為它正在對個人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害。因此，NIS 計劃向 CCDCOE

派遣更多工作人員，並擴大聯合培訓的範圍。 

相關連結： 

Cho Mu-Hyun(2022). South Korea becomes first Asian member of NATO 

cyber research centre. ZDNet.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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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dnet.com/article/south-korea-becomes-first-asian-

member-of-nato-cyber-research-centre/ (May. 1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資料研究 

	

#98 白宮加強網路安全與量子技術的發展 

標題 白宮加強網路安全與量子技術的發展 

Tags 國際瞭望, 量子電腦, 網路安全, 政策, NQIAC 

引言 
美國白宮於 5 月 4 日宣布一系列支持美國量子技術的措施，同時也提出加強

網路安全、防範下一代超級電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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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白宮於 5 月 4 日宣布一系列支持美國量子技術的措施，同時也提出加強網

路安全、防範下一代超級電腦的措施。 

美國和其他國家正相競開發量子技術，量子技術會推動人工智慧、材料科學和

化學的發展。量子電腦的運行速度比當今先進的超級電腦快數百萬倍。一般電

腦一次只執行一個計算不同，量子電腦可以同時執行多個計算。 

美國總統 Joe Biden 簽署一項加強國家量子倡議諮詢委員會（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dvisory Committee，NQIAC）的行政命令，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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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量子資訊科學與技術的獨立專家諮詢機構。該行政命令將諮詢委員會直

接置於白宮的權力之下，確保總統和其他關鍵決策者能夠獲得最新資訊。白宮

預計將在未來幾週內任命董事會成員。 

除了該命令之外，Biden 還簽署了一份國家安全備忘錄，概述量子電腦對美國

網路安全構成風險的應對計劃。 

一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研究表明，量子電腦將很快達到足夠的規模和複雜程

度，足以破解目前大部分維護網際網路數位通訊安全的密碼學。「即將發布的

總統行政命令將幫助美國在科學和經濟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促使我們加快保護

人民、通訊安全和投資的義務。」 

這份備忘錄為聯邦機構提供了更新資訊技術系統的路線圖，幫助抵禦複雜的量

子攻擊，從而建立目標和里程碑。聯邦機構還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建立了一

個工作小組，為進行研究並在抗量子標準方面互相合作。 

相關連結： 

Jarrett Renshaw(2022). White House to boost support for quantum 

technology while boosting cybersecurity.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white-house-boost-support-

quantum-technology-while-boosting-cybersecurity-2022-05-04/ (May. 

1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藍色霓虹燈風格的原子科學技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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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週期：2022/5/23-5/28 

#99 拜登政府將撥款 450 億美元用於全國網際網路 

標題 拜登政府將撥款 450 億美元用於全國網際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拜登政府, 政策, 網路, 高速網路 

引言 
美國商務部長 Gina Raimondo 表示寬頻網路的普遍性將類似於 1930 年代美

國農村的電氣化。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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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採取新政策，確保到 2028 年左右每個美國居民都能連接高速網路。

商務部長 Gina Raimondo 負責為此政策監督分配，並表示：「有超過 3000

萬美國人沒有網路，而在這個沒有高速網路的時代，你不能上學，不能去看

醫生，不能做簡單的事情。」 

此政策目標是讓各州制定五年時程表，以提供全面、可負擔的網路連接，並

促進供應商之間的競爭。目前還未將「可負擔」作定義，因為根據生活成

本，全國各地的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 

網路需求因州而異，因此這筆錢可以用來鋪設光纖電纜、建立 Wi-Fi 熱點，

甚至降低每月費用，各州州長可以向政府發送意向書以接受寬頻資金，每個

州將獲得 500 萬美元，幫助各州居民諮詢並制定計劃。此外，在政府宣布將

提供低收入家庭每月 30 美元的補貼後，各州可以使用額外資金為一些用戶提

供免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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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mondo 表示，她在農村中看到了網路的可用性對人們的影響。人們只能

通過遠端醫療定期看醫生，他們缺乏高速網路的連接；一位大學生不得不開

車回校園上網做作業，卻因筋疲力盡，因而發生了兩起車禍。 

這個政策縮小了數位鴻溝，也縮小了機會鴻溝，履行了美國的承諾，讓每個

人都有機會找到一份好工作、接受教育和醫療保健。 

相關連結： 

JOSH BOAK(2022).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release $45 billion for 

nationwide internet. pressherald. 

檢自： 

https://www.pressherald.com/2022/05/13/biden-administration-to-

release-45-billion-for-nationwide-internet/ (May. 2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意旨網路非常快速，非常通暢 

	

#100 保護供應鏈攻擊中的薄弱環節 

標題 保護供應鏈攻擊中的薄弱環節 

Tags 國際瞭望, 供應鏈攻擊, 網路攻擊 

引言 

供應鏈攻擊是一種網路攻擊，當惡意者利用有權存取受害者的系統或第三方

合作夥伴，以破壞受害者的系統，通常在此供應鏈上網路安全最弱的企業會

成為攻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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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攻擊是一種網路攻擊，惡意者利用有權存取受害者的系統或第三方合作

夥伴，以破壞受害者的系統，通常在此供應鏈上網路安全最弱的企業會成為攻

擊目標。Anchore 的一項調查發現，由於業務遍布全球以及所使用的不同技術，

60%的公司在 2021 年遭受了供應鏈攻擊。 

2020 年末，SolarWinds 為許多美國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提供的 IT 軟體遭遇

供應鏈攻擊，其 IT 庫存管理產品被植入惡意軟體，導致至少 18,000 名客戶

受到威脅。不到六個月後，美國大型石油公司 Colonial Pipeline 遭遇勒索軟體

的網路攻擊，駭客破壞員工的虛擬私人網路（VPN），進而存取公司的網路，

並要求給付數百萬比特幣來恢復被入侵的系統，導致公司緊急關閉整個管道系

統，因而減少供應，加劇燃料數量的短缺。2021 年 10 月，美國最大的奶油奶

酪製造商 Schreiber Foods 也遭到勒索軟體攻擊，對零售和餐飲服務行業產生

了更深遠的影響。 

如上述案例所示，攻擊中常見的是惡意軟體和勒索軟體造成的破壞。研究發

現，網路釣魚和相關的惡意軟體攻擊最常見於受到損害或劫持的合法域名、

惡意註冊和混淆相似的域名，或通過電子郵件欺騙，讓受害者在不經意間點

擊一個連結，無意中安裝了惡意軟體或勒索軟體。通過採用域名安全控制來

防止濫用域名和域名系統（DNS），可以降低此類違規的風險。 

防止供應鏈攻擊的方法： 

• 須充分了解供應商：審核供應鏈上的供應商，並只使用那些具有強大

安全實踐和策略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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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存取：追蹤並限制對關鍵第三方的存取，並儘可能限制對第三方

的網路存取，充分了解第三方供應商可能引入第四方風險的分包商。 

• 遵循政府的建議：最近事件的規模和嚴重性，促使許多政府機構和安

全公司，發布框架和最佳實踐來防禦此類攻擊，建議企業遵循相關指

引並確保供應商也同步遵循。 

• 培訓員工：根據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CISA），大多數網路攻擊包括勒索

軟體和商務電子郵件入侵（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BEC），

都始於網路釣魚。因此對員工進行安全意識培訓，以降低這種風險。 

• 增強網域安全：使用深度防禦方法的網域安全清單來增強安全。 

相關連結： 

Vic DeBari(2022). Securing Weak Links in Supply Chain Attacks.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513-securing-weak-links-in-supply-

chain-attacks (May. 2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貨架與運輸車 

	

#101 ICANN舉辦 2022 年 LAC 域名週 

標題 ICANN舉辦 2022 年 LAC 域名週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LAC, 域名 ICA 

引言 
4 月 26 日至 28 日，ICANN拉丁美洲區域的利害關係人參與團隊共同舉行了

線上會議—「2022 年 LAC 域名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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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拉丁美洲區域的利害關係人交流團隊，拉丁美州和加勒比海地區頂級

域名協會（LACTLD）、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網際網路地址註冊管理機構

（LACNIC）、網際網路協會（ISOC）和公共利益註冊管理機構（PIR）合

作，共同舉行了線上會議「2022 年 LAC 域名週」。 今年活動的重點是「塑

造一個安全和有彈性的域名系統（DNS）未來」。 

共有四百多人參加了這個會議，包括 ICANN 執行團隊的成員、ICANN董事

會成員，以及網際網路政策、技術、國際和區域專家的專業人士。會議有四

個主題，包括參與、技術營運、政策制定以及商業，而這些議題也同時涉及

國際和區域問題。 

在其中一個會議上，全球通用（Universal Access ，UA）指導小組主席 Dr. 

Ajay Data 提供了採用 UA 的社會經濟效益的循證答案，來說明為什麼 UA 對

LAC 地區很重要，這與上屆會議的努力相互配合。 

ICANN 的區域技術參與經理 Nicolás Antoniello 主持了一個小組討論，名為

「DNS 彈性之旅」：我們的現在與未來。這是一個創新小組，因為它包括了

區域和國際專家，他們就 DNS 管理層進行發言，為 ISP 提供了一個成熟的視

角。 

LAC 域名週詳細介紹了一些重要的公告，如：Quad9 域名解析器在地區的可

用性、LACTLD 的統一域名搜索引擎等全新的措施；也討論了關於減輕 DNS

安全威脅的新概念，以及關於正在進行的監管政策，使與會人員準確地了解

到需要努力合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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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Daniel Fink(2022). Over 400 Unique Participants for ICANN’s 2022 LAC 

Domain Name Week.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over-400-unique-participants-

for-icanns-2022-lac-domain-name-week-12-05-2022-en (May. 2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國際會議談論 

	

#102 加密貨幣崩潰：穩定幣崩潰導致代幣暴跌 

標題 加密貨幣崩潰：穩定幣崩潰導致代幣暴跌 

Tags 國際瞭望, 加密貨幣, 穩定幣 

引言 
在 Terra Luna 代幣（token）價值縮水 99%後，加密貨幣的市場受到震動，

並拖累「穩定幣（Stable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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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erra Luna 代幣（token）價值縮水 99%後，加密貨幣的市場受到震動，

並拖累「穩定幣（Stablecoin）」。Terra Luna 代幣從上個月的 118 美元的

高點跌至 0.09 美元，崩盤對穩定的關聯代幣 TerraUSD 產生連鎖反應，因

此投資者撤出主要的加密貨幣，導致市場暴跌。穩定幣（Stablecoin）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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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試圖確保與美元保持平價，但根據 Coin Market Cap 交易網站的數

據，TerraUSD 跌至 0.4 美元。最受歡迎的穩定幣 Tether 也脫離與美元掛

鉤的匯率，跌至 0.95 美元的歷史低點。 

據報導，所有加密貨幣的總市值為 1.12 萬億美元，約為 11 月市值的三分

之一。一個比特幣（Bitcoin）現在價值約 27,000 美元，是自 2020 年 12 

月以來的最低值，低於去年底近 70,000 美元的高點。第二大代幣以太坊

（Ethereum）按價值計算，在 24 小時內損失了 20% 的價值。 

經濟學家 Frances Coppola 表示，TerraUSD 的崩盤引發過去所說的「恐

慌」，當時主要金融機構拋售了大量資產，而其他所有人都試圖盡快取出資

金。現在 TerraUSD 和 Terra Luna 採取史無前例且有爭議的步驟，停止其

區塊鏈上的交易。同時，該公司的 Discord 服務器作為投資者聚集討論的平

台，也發布新通知：「暫停新增用戶，使新用戶無法進入並傳播恐懼、不確

定性、懷疑和錯誤訊息」。在 Tether 代幣方面，該公司技術長在 Twitter 

上向他的代幣持有者保證，該公司有足夠的現金儲備來支付任何想要出售的

人。 

許多國家的立法者和官員呼籲對穩定幣進行監管，美國財政部長 Janet Yellen

在參議院會議上引用 TerraUSD 的崩潰，再次要求加強監管。英國財政部上個

月的一份報告還制定了監管穩定幣的計劃，預計穩定幣將成為「廣泛的支付方

式」。 

相關連結： 

Joe Tidy(2022). Crypto crash: Stablecoin collapse sends tokens tumbling. 

BBC 

檢自：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61425209 (May. 2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加密貨幣的崩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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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週期：2022/5/30-6/05 

#103 印度略微放寬資訊安全新指引的政策 

標題 印度略微放寬資訊安全新指引的政策 

Tags 國際瞭望, 政策, 資訊安全, VPN 

引言 
印度稍微放寬了原先備受爭議的資訊安全事件報告和資料保留指引，但也明

確表示這些指引同時適用於跨國公司。 

摘要 

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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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資訊安全新指引在 4 月 28 日發佈後，就迅速引起業界的批評，理由包

含：20 種不同類型的資安事件發生時需要在 6 個小時內報告，要求儲存個人

VPN用戶的詳細資訊且要留存各種日誌檔案（log files）達 180 天。 

印度政府 5 月 19 日發布了一份關於新指引的常見問題文件作為回應。 

其中，澄清了輕微安全事件（例如：未授權的社群媒體帳戶存取），不需在 6

小時內報告。只有嚴重性質的事件，包含骨幹網路在內的公共資訊基礎設

施，有資料洩露或者危及公共安全的事件才必須迅速報告。新指引也放寬了

只能使用印度的網路時間協定（Network Time Protocol，NTP）伺服器的要

求，允許能使用與兩家獲得印度批准的 NTP伺服器服務一致或同步的服務伺

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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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文件也針對沒有實體分部但有在印度營運的組織提出了要求。這些

組織必須指定一個聯絡點，與負責執行新指引的印度電腦電腦網路危機處理

暨協調中心（India’s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CERT-In）

聯繫。也就是說非印度組織可以在海外儲存日誌檔案，但還是必須提供給

CERT-In。 

常見問題文件中再次重申，新指引是為了確保印度工業、政府和社會的安

全，而這些規則是在 2022 年 3 月初開始與相關利害關係人協商後所制定

的，但該文件沒有解決所有對新指引的批評。 

對於保留 VPN用戶及其活動資料的反對意見並沒有得到解決，反之，該文件

寫明這項要求是保護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並沒有隱私方面的問題。對於保

存日誌檔案技術上的負擔也沒有提出解決方法，只說明了日誌檔案含有韌性

（resilience）與安全性（security）的條件，所以需要提供給 CERT-In。 

CERT-In 承認新指引能從事件報告中收集大量的個人資訊，而報告中還包括

一些組織 IT 系統的描述資訊，某些方面來說那是非常有價值的。對於擔心與

其他組織分享資訊的人，CERT-In 在文件中承諾內容會受到隱私保護法的約

束，並以監管鏈方式（chain-of-custody）管理。 

印度的軟體自由法律中心擔憂此文件的承諾沒有約束力，會使文件沒有任何

遵循效果，也表示會尋找相關協商過程的參與者和資訊。此外，VPN 服務供

應商也再次批評了新指引，但印度科技與創業部部長 Rajeev 

Chandrashekhar 表示，如果 VPN供應商不喜歡印度的法律，就應該離開印

度。對於各機構的抗議 CERT-In 和部長 Chandrashekhar 都沒有讓步，仍訂

6 月 27 日是達成所有新指引要求的最後期限。 

相關連結： 

Simon Sharwood(2022). India slightly softens infosec incident reporting 

and data retention rules. The 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5/20/cert_in_rules_faq/ (May. 3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制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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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研究顯示大量 Kubernetes API 伺服器暴露在公共網路上 

標題 研究顯示大量 Kubernetes API 伺服器暴露在公共網路上 

Tags 國際瞭望, Kubernetes API 

引言 

Shadowserver Foundation 的研究人員在網際網路上發現超過 380,000 個

開放的 Kubernetes API 伺服器，研究人員沒有使用任何侵入性動作來確認

暴露程度，但這意指整個領域存在潛在性的問題。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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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owserver Foundation 的研究人員在網際網路上發現超過 380,000 個

開放的 Kubernetes API 伺服器，這代表在網路上可以觀察到全球 84%的

Kubernetes API 活動在線上。該項研究是利用跨 IPv4 的 HTTP GET 請求，

研究人員沒有使用任何侵入性動作來確認暴露程度，但這意指整個領域存在

潛在性的問題。在美國發現密集的暴露 API 伺服器集群，其中約有 201,348 

個開放 API ，佔發現的開放伺服器總數的 53%。 

根據 Salt Security 發布的 2022 年 API 安全狀態報告，約 34%的組織完全

沒有 API 相關的安全策略，另外僅有 27% 的組織有涉及 API 安全狀態的最

小化掃描和手動審查，並且沒有進行控管。此外，根據 Noname Security 委

託的 451 Research 機構所執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過去 12 個月內有 41% 的

組織曾發生 API 安全事件，其中 63%的事件涉及資料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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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應用程式和雲端基礎設施中若發生 API 攻擊，其影響範圍甚大，根據 451 

Research 的研究，大型企業平均有超過 25,000 個 API 連接或在基礎設施

中運行。在最近的一份 Gartner 預測 2022 文件中，分析師表示：「在三年後

因為 API 的爆炸性增長超出管理工具的負荷，所以可能有不到 50%的企業 API

能被管理。」 

API 通常是雲端基礎設施管理中最薄弱的環節，因為 API 為處理雲端基礎設施

和應用程式配置的控制核心，是允許不同應用程式交互的「軟體中間人」，因

此 Shadowserver 發現的 Kubernetes API 暴露是現今雲端安全中一項嚴重的

問題。 

相關連結： 

Ericka Chickowski(2022). Majority of Kubernetes API Servers Exposed to 

the Public Internet. DARKreading. 

檢自： 

https://www.darkreading.com/application-security/more-than-eight-in-

10-kubernetes-api-servers-exposed-to-the-internet (May. 3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聚光燈集中在一處，有暴露之意。 

	

#105 新加坡網路安全局推出「CLS-Ready」計劃，幫助製造商達到網路安全

標籤計劃下的最高水準 

標題 
新加坡網路安全局推出「CLS-Ready」計劃，幫助製造商達到網路安全標籤

計劃下的最高水準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安全, 新加坡, CLS, CLS-Ready 

引言 
新加坡網路安全局在 2020 年啟動網路安全標籤計劃後，推出了一項名為

CLS-Ready 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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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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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網路安全局（Cyber Security Agency ，CSA）在 2020 年啟動網路安

全標籤計劃（Cybersecurity Labelling Scheme，CLS），根據網路安全功能

水準，對設備進行評級。旨在激勵製造商開發更安全的產品，以優化功能和

成本，並使消費者能夠識別更具安全功能的產品。目前已有超過 200 種產品

根據該計劃提交標籤，為了進一步簡化標籤流程，推出了一項名為 CLS-

Ready 的計劃。 

 CLS 根據星號的數量對智慧設備進行評估和評級，共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級

表示產品已滿足基本安全要求，例如：確保唯一的預設密碼和提供軟體更

新；而四級產品由已批准的第三方實驗室進行結構化滲透測試，並滿足三級

要求。 

該計劃期望開發人員和製造商，能夠使用附帶安全功能的硬體，這些硬體需

要通過 CLS 4 級要求的必要測試。這將使硬體啟用的安全功能，能夠繞過在

終端設備級別再次測試的需要，且無需額外費用即可獲得 CLS 4 級。例如，

製造商可以在其最終用戶設備中使用經過認證的 CLS-Ready 晶片，從而在針

對 CLS Level 4 設備測試時，節省時間和成本。通過使用 CLS-Ready 晶片，

這些設備將不需要經過另一輪 CLS Level 4 測試，因為正如 CLS-Ready 所解

釋的那樣，晶片中的核心安全機制已經得到保證。 

申請 CLS-Ready 標籤的製造商必須提交一份申請，其中包含由授權的實驗室

提供的支援證據和評估報告。只要安全更新支援這些設備，這些標籤就一直

有效，最長可達五年。為了鼓勵採用， CLS-Ready 標籤的申請費將在 2022

年 10 月之前免除。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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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watch(2022). Singapore CSA introduces the ‘CLS-Ready’ initiative 

to help manufacturers attain the highest level under the Cybersecurity 

Labelling Scheme. digwatch.  

檢自： 

https://dig.watch/updates/csa-introduces-the-cls-ready-initiative-to-

help-manufacturers-attain-the-highest-level-under-the-cybersecurity-

labelling-scheme (May. 3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制定計畫 

	

#106 ICANN74 會議技術準備的最新情況 

標題 ICANN74 會議技術準備的最新情況 

Tags 國際瞭望, ICANN74, 技術準備 

引言 
ICANN74 將在荷蘭海牙舉行，採用實體與線上同步的混合會議方式，本文

將介紹 ICANN為 ICANN74 所準備與技術相關的最新情況。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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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74 將於 6 月 13-16 日在荷蘭海牙舉行，採用實體與線上同步的混合

會議方式，本文將介紹 ICANN為 ICANN74 所準備與技術相關的最新情況。 



221 
	

ICANNN 表示本次的會議很榮幸能為成員提供親自參與會議的機會，同時提

供線上同步的方式供遠端與會者參加。根據前幾次在遠端會議中學習到的寶

貴經驗，ICANN 希望為現場和遠端參與者提供最佳的會議體驗。以下是

ICANN74 為會議所做的一些努力： 

1. 最先進的會議設備已經運送至荷蘭 

• 包括網路設備、會議麥克風、攝影機、遠端參與註冊設備及各

國通用電源設備。 

• ICANN 的會議技術人員、全球會議營運人員和安全營運人員，

已在設備運送前為設備升級和測試，以確保設備無恙。同時也

測試了混合式會議的進行。  

• 設備將於 6 月 5 日抵達會議地點 World Forum The 

Hague，各個負責團隊將架設 ICANN 會議設備、連線網路、

健康和安全中心及報到桌，現場與會者可以在現場報到與取得

識別證。ICANN74 會議將不提供現場註冊方式。 

2. 採用的技術不會隨著恢復實體與線上同步的會議形式而有所改變。

然而，需要改變的是使用平台的方式。 

• Zoom 將在海牙的實體與線上與會者之間扮演關鍵作用。 

• 所有與會者，無論是利用實體或線上參與，都應使用 Zoom 加

入會議，以利發言與加入聊天室。 

• Zoom 中的舉手功能自動將與會者排序到一條單一的發言行

列，讓與會者依序發言，提供更公平的會議體驗。 

• 為確保透明度，所有與會者皆應使用全名（例如，名字和姓

氏）加入 Zoom 會議室。 

3. 為現場和遠端與會者發布更新後的參與指南。 

4. 對麥克風和其他室內視聽設備實施嚴格的清潔協議規則。 

兩年多前，ICANN 將會議轉為線上會議，提供進一步的創新和聚集全球的機

會。從那時開始，ICANN已顯著提升來自世界各地與會者的會議體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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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融合線上會議與實體參與，使 ICANN74 對所有與會者更具包容性和公平

性。 

相關連結： 

Ashwin Rangan(2022). Update on the Technical Preparations for 

ICANN74.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update-on-the-technical-

preparations-for-icann74-19-05-2022-en (May. 3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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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週期：2022/6/6-6/11 

#107 全球四分之一的網路用戶依賴於易受攻擊的基礎設施 

標題 全球四分之一的網路用戶依賴於易受攻擊的基礎設施 

Tags 國際瞭望, 網際網路, 自治系統 

引言 

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研究

人員對 75 個國家進行了一項全面的大規模研究調查，其研究顯示全球約四分

之一的網際網路用戶，生活在網際網路基礎設施較容易被進行針對性攻擊的

國家。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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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研究

人員對 75 個國家進行了一項全面的大規模研究調查，其研究顯示全球約四分

之一的網際網路用戶，生活在網際網路基礎設施較容易被進行針對性攻擊的

國家，且許多處於風險中的國家位於南方世界。  

在全球各地的網際網路結構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如美

國，有大量的網際網路供應商競相為大量的用戶提供服務。這些網際網路直

接互相連接並傳達內容，這一過程稱為直接對等互連（Direct Peering），所

有供應商也可以直接接入全球的網際網路基礎設施。 

在針對此研究而發表論文的第一作者 Alexander Gamero-Garrido 表示：

「網際網路很大一部分無法通過直接對等互連協議實現網路連接」。在大部

分的開發中國家，大多數的用戶依賴少數幾個供應商來存取網際網路，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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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個主要供應商為絕大多數用戶提供服務。不僅如此，這些供應商依賴中

轉自治系統（Transit Autonomous Systems）來存取全球網際網路。 

研究人員發現，這類中轉自治系統供應商通常為國家所有。擁有此類網際網

路基礎設施的國家網路相對脆弱，只需針對少數中轉自治系統進行攻擊，或

是主要供應商服務出現中斷，這些國家的網路使用者便無法存取網路。 最不

理想的情況為，一個中轉自治系統為所有用戶提供服務，古巴和獅子山是此

類型的國家。相較之下，孟加拉政府向民營企業開放經濟部門後，供應商數

量由原先的兩家增加至三十多家。 

研究人員使用邊界閘道器協定（Border Gateway Protocol，BGP），該資訊

追蹤網際網路上自治系統之間的路由和可達性的訊息交換。研究人員意識到

資料可能不完整，從而引入潛在的不確定性，儘管研究方法與真實的網際網

路供應商驗證可以緩解這些問題。  

後續的研究將包括探討關鍵設施如醫院與網路連接的情形以及連接的脆弱

性。 

相關連結： 

Ioana Patringenaru(2022). A QUARTER OF WORLD'S INTERNET USERS 

RELY ON INFRASTRUCTURE THAT IS SUSCEPTIBLE TO ATTACK. UC San 

Diego Jacobs School of Engineering.  

檢自： 

https://jacobsschool.ucsd.edu/news/release/3454 (Jun. 0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研究中，網路流量暴露最嚴重的國家以最深的藍色，灰色則

為未研究國家。 

	

#108 土耳其預計通過網際網路法將「傳播錯誤訊息」定為犯罪 

標題 土耳其預計通過網際網路法將「傳播錯誤訊息」定為犯罪 

Tags 國際瞭望, 土耳其, 法律, 網路法律 

引言 
土耳其最高行政法律機構國務委員會於 2021 年 4 月以對保障新聞自由有風

險為由取消了先前的法律後，提出了新的網路法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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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662 

新法律由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AKP）

及其極右翼夥伴民族主義運動黨（MHP）制定後提交給土耳其議會，以加強政

府對網路、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的控制。該草案首次將「故意在人民中製造焦

慮、恐懼或恐慌，以擾亂公共和平的方式，公開傳播有關安全、公共秩序和國

家總體健康的虛假資訊」定義為可判處一至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行為，若法院

裁定該嫌犯是非法組織的一份子，則監禁刑期將增加 50%，除此之外，該法案

還提出了兩項法規： 

一、若記者使用匿名來源來隱藏傳播錯誤資訊的人的身份，他們也可能根據

這項新法律受到指控。 

二、允許網路媒體註冊為定期媒體出版物。 

然而，除了建立一個由來自通訊局的政府官員、學者和記者會組成的新委員

會來決定記者證，新法律幾乎沒有帶來什麼效益。 

批評人士宣稱，記者證法規將使網路媒體享受到傳統媒體的一些好處，如廣

告和記者證，但同時會帶來更多的政府控制，網路媒體將被要求刪除「虛

假」（false）內容，並且必須將其出版物存檔，資訊和通訊技術管理局主席

可以決定在四個小時內決定移除或禁止存取網際網路廣播內容。法規亦允許

政府取消被視為對當局不友好的記者的記者的記者證。許多獨立記者的記者

證被取消，續約申請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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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律草案受到專家和記者工會的譴責，記者工會在週五的一份書面聲明中

表示，包括土耳其記者聯盟（TGS）、記者協會和國際新聞學會的土耳其委員

會「擔心這可能導致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審查和自我審查機制之一，應呼

籲立即撤回該法案， 這似乎是為了增加對新聞業的壓力，而不是「打擊虛假

資訊」。 

相關連結： 

Hamdi Firat Buyuk(2022). Turkey’s Planned Internet Law to Criminalize 

‘Spreading Misinformation’.BalkanInsight 

檢自：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2/05/27/turkeys-planned-internet-law-

to-criminalise-spreading-misinformation/ (Jun. 0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在監獄被監禁的人 

	

#109 ICANN SubPro ODP 更新：關注營運準備工作 

標題 ICANN SubPro ODP 更新：關注營運準備工作 

Tags 國際瞭望, gTLD, ICANN, ODP, 營運準備 

引言 

在過去的幾個月，ICANN 分享了有關支援新通用頂級域（gTLD）後續程式

（SubPro）營運規劃階段（ODP）的九個工作方向的資訊，以提供相關工作

組織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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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478 

在 ICANN 的部落格中，將介紹 Work Track3：營運準備（Operational 

Readiness），此項目的重點是容量規劃，它有助於估計下一輪 gTLD 申請及

營運準備所需的時間框架、人員和預算。 

Work Track3 的任務是量化「政策制定過程」的資源和營運影響。操作準備

工作團隊正在整合 2012 年的營運經驗，以及 300 多份最終報告「產出」的

流程要求，報告內容包括肯定、政策建議和實施指導。 

例如，該小組正在考慮將收到的每份 gTLD 申請都通過有系統的流程，這些

步驟必須得到 ICANN 工作人員、系統和其他資源的支援。而流程中的一部

分是申請人將回答一系列財務、營運和技術的問題。ICANN 將管理申請的評

估，可能包括向申請人釐清問題，以確定每份申請是否可以取得進展。成功

授權新 gTLD 的申請，將代表 ICANN 需要為其他已簽約的註冊管理執行機

構提供支援。 

操作準備的工作路徑包括開發下一輪營運方面的高階設計。該操作藍圖將包

括從開啟申請視窗到簽約和委託對申請人經驗的描述。 

更多資訊可在 SubPro ODP 網頁上取得，其中包括正在進行的活動及時程

表。 

相關連結： 

Karen Lentz(2022). ICANN SubPro ODP Update: Focusing on the 

Operational Readiness Work Track. ICANN.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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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subpro-odp-update-

focusing-on-the-operational-readiness-work-track-26-05-2022-en (Jun. 

0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更新按鍵 

	

#110 ICANN 發行第五版根區標籤生成規則 

標題 ICANN 發行第五版根區標籤生成規則 

Tags 國際瞭望, IDN, LGR 

引言 
ICANN 於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布了《根區標籤生成規則》第五版，總共整

合了中文、希臘文、日文、古吉拉特文等 26 種文字。 

摘要 

字

數： 

773 

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CANN）發布了第 5 版根區標籤生成規

則（Root Zone Label Generation Rules 5，RZ-LGR-5）。根區標籤生成規

則功能為定義一組參數，用於確定域名系统（DNS）根區的有效國際化域名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IDN）標籤及其變體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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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透過各語言社群中的專家小組（Generation Panels，GP），針對不同

的文字或書寫系統提案。這次提案共有 26 種文字，在經過公眾意見徵詢後，

整合小組（Integration Panel，IP）集成到 RZ-LGR 的第五版中。專家小組的

工作到此階段結束。 

ICANN 感謝所有專家多年來的付出，他們以當地語言和文字實現了安全的頂

級域名。 

想了解更多關於專家小組工作以及建構多種語言網路的資訊，請點擊此篇文

章。 

RZ-LGR-5 共整合了以下文字：阿拉伯文、亞美尼亞語、孟加拉文、中文（漢

字）、西里爾字母、梵文、吉茲字母、喬治亞字母、希臘文、古吉拉特文、果

魯穆奇文、希伯來文、日文（平假名、片假名、日文漢字）、卡納達文、高棉

語、韓文（朝鮮文、韓文漢字）、寮文、拉丁文、馬拉雅拉姆文、緬甸文、奧

里亞文、僧伽羅文、泰米爾文、泰盧固文和泰文。 

RZ-LGR 的制定遵循 IDNA 根區標籤生成規則制定及維護程序書（Procedure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the Label Generation Rules for the Root Zone in 

Respect of IDNA Labels）。在最大啟動字彙（Maximal Starting Repertoire，

MSR）中已識別的 28 種文字將會被納入 RZ-LGR 中。隨著社群專家提供相關

建議與提案，其餘的文字將會在未來的 MSR 版本出現。 

相關連結： 

ICANN(2022). ICANN Publishes Root Zone Label Generation Rules 

Version 5 (RZ-LGR-5).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details/icann-publishes-

root-zone-label-generation-rules-version-5-rz-lgr-5-26-05-2022-en 

(Jun. 0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印有規則的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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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週期：2022/6/13-6/18 

#111 Twitter 因出售用戶資料在美國被罰款 1.5 億美元 

標題 Twitter 因出售用戶資料在美國被罰款 1.5 億美元 

Tags 國際瞭望, Twitter, 個人資料 

引言 

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和司法部表示，Twitter 違反與監管機構達成的協

議。先前 Twitter 曾承諾不會向廣告商提供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等個人資

料，然而聯邦調查人員表示，Twitter 並無遵守這些規定。 

摘要 

字數: 

739 

根據法庭報告，聯邦貿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

和司法部表示：「Twitter 違反與監管機構達成的協議」。先前 Twitter 曾承

諾不會向廣告商提供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等個人資料，然而聯邦調查人員經

調查後表示：「Twitter 並無遵守這些規定」。在 2020 年 12 月時 Twitter 曾

因違反歐洲 GDPR 資料隱私規則而被罰款 40 萬英鎊。 

Twitter 的大部分收入來自該平台的廣告，允許消費者、名人或公司用戶發布 

280 個字元的訊息或推文。根據司法部代表聯邦貿易委員會所提出的投訴，

Twitter 於 2013 年開始要求用戶提供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以提高帳戶的

安全性，目的為驗證帳戶與讓用戶在需要時重置密碼和解鎖帳戶，以及啟用

雙重身份驗證。 



231 
	

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主席 Lina Khan 表示：「Twitter 以資料安全的名義從用

戶端獲取個人資料，但最終使用這些資料向用戶投放廣告」，這種做法影響

超過 1.4 億 Twitter 用戶，同時增加 Twitter 的主要收入。 

根據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說法，至少在 2019 年 9 月之前，Twitter 利用這些個

人資料來促進其廣告業務。 

此事件處理方式除了罰款外，Twitter 還必須做到以下幾件事： 

• 停止使用非法收集的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 

• 通知用戶其對個人資料的不當使用 

• 向用戶告知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執法行動 

• 解釋如何關閉個性化廣告和雙重身份驗證的設置 

• 提供不需要電話號碼的雙重身份驗證選項 

• 實施增強的隱私和安全計劃 

美國助理檢察長 Vanita Gupta 表示：「司法部致力於保護消費者的個人隱

私，1.5 億美元的罰款反映 Twitter 事件的嚴重性，未來將實施新的合法措

施，有助於防止進一步的誤導性策略以及威脅用戶隱私」。 

相關連結： 

Shiona McCallum(2022). Twitter fined $150m in US for selling users' data. 

BBC 

檢自：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61606476 (Jun. 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手機上的 Twitter 貼文 

	

#112 網路傳輸速度的新里程碑 

標題 網路傳輸速度的新里程碑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速度, 寬頻, N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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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無論您身在世界何處，在您家中所享受的高速寬頻仍將遠遠低於最新創下的

資料傳輸速度：每秒 1.02 petabits 

摘要 

字

數： 

624 

每秒 1.02Pb（petabits）的資料傳輸記錄由日本國家資訊通訊技術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NICT）的一個團隊創造，資料傳輸距離超過 51.7 公里。換句話說，目前有足

夠的頻寬，不僅可以傳輸一個 8K影片訊號，而是同時傳輸 1000 萬個 8K影

片訊號。此外，研究人員使用與目前用於網路基礎設施的光纖網路不同的光

纖網路來實現它，這將使未來的升級更容易。 

該實驗使用直徑為 0.125毫米的多核心光纖（multi-core fiber，MCF），與

波長分波多工（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WDM），意味著不同

波長的訊號同時通過同一條線發送。總共有 801 個平行波長通道封裝在同一

條線中。 

另一項創新是使用四核心（four cores）而不是標準的單一核心，使資料傳輸

的路徑增加四倍，同時保持電纜與標準光纖線相同的尺寸。在像這樣的專業

實驗中，通常在距離和速度之間有一個平衡，因為在越高速的情況下，就越

難保持如此長的距離。該團隊計劃在未來的研究中，繼續提高傳輸速率和傳

輸距離。 

NICT 新聞稿表示：「除了 5G之外，預計新資通訊服務的資料流量將爆炸式

增長，因此新光纖如何滿足這一需求，變得至關重要，希望這一結果將有助

於實現，並能夠支持新頻寬需求的通訊系統」。 



233 
	

此研究於 5 月在 2022 年雷射和光學國際會議（CLEO）上發表。 

相關連結： 

DAVID NIELD(2022). Researchers Just Set a New Record For Data 

Transmission Speed. sciencealert. 

檢自： 

https://www.sciencealert.com/researchers-just-set-a-new-record-for-

data-transmission-speed (Jun. 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世界各地皆可藉由網路傳輸資料 

	

#113 美國參議員推動 FDA 更頻繁地提供醫療設備網路安全指導 

標題 美國參議員推動 FDA 更頻繁地提供醫療設備網路安全指導 

Tags 國際瞭望, FDA, CISA, 醫療設備網路安全 

引言 

一項法案要求美國食品（FDA）與藥品監督管理局與美國國防安全部的網路

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合作，至少每兩年更新此具有約束力的醫療

設備網路安全準則，以應對快速變化的網路威脅。 



234 
	

摘要 

字

數： 

709 

參議員 Jacky Rosen, D-Nev. 和 Todd Young, R-Ind 正致力於立法，要求

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與美

國國防安全部的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CISA）合作，至少每兩年更新此具有約束

力的醫療設備網路安全準則，以應對快速變化的網路威脅。 

近年來，醫療保健的網路安全威脅數量劇增，除了針對醫療的勒索軟體攻擊

外，FDA 自 2015 年以來，對醫療設備的嚴重漏洞已發布十多個警報，這些

漏洞中的嚴重程度能威脅到性命。2019 年時 FDA 曾警告，醫療設備供應商

Medtronic 所製造的胰島素幫浦（insulin pump）存在漏洞，駭客可能可以

更改設備的設定。 

在美國衛生、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參議院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Health, Education, Labor and Pensions, HELP）4 月份舉

行的聽證會上，FDA 領導層認為應給予該機構更多的權力和資金，然而這只

是 2023 年醫療器械安全預算要求的十分之一。 

目前針對 FDA 發布準則的頻率沒有時間要求，距離上次發布的網路安全準則

時間為 2018 年，而 FDA 於今年 4 月發布一份針對網路安全風險設備的準則

草案，該準則適用於醫療保健設備與網路，兩者皆為勒索軟體常見的攻擊目

標。 

在 3 月 Rosen 與參議員 Bill Cassidy 一同推出法案以改善醫療保健和公共衛

生部門的網路安全，這也將加強衛生與公共服務部與 CISA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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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Tonya Riley(2022). Senators push for more frequent medical device 

cybersecurity guidance from FDA. cyberscoop. 

檢自： 

https://www.cyberscoop.com/fda-vulnerability-cyber-bill-rosen-young/ 

(Jun. 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各種醫療器具 

	

#114 監管機構聲稱加拿大最喜愛的連鎖餐廳 App 正在收集用戶的資訊 

標題 監管機構聲稱加拿大最喜愛的連鎖餐廳 App 正在收集用戶的資訊 

Tags 國際瞭望, 加拿大, 資料洩漏, 個人隱私 

引言 

根據加拿大監管機構的公告，以 Timbits 麥片和「double-doubles」咖啡聞

名的加拿大健康銷售連鎖咖啡店 Tim Hortons 違反了加拿大法律，他們的應

用程式在未被使用時，並在未告知用戶的情況下不斷地收集用戶位置資訊。 

摘要 

字

數： 

613 

加拿大隱私專員 Daniel Therrien 在公告中的一份聲明中表示，Tim Hortons

每天每隔幾分鐘追蹤人們的行為並積累大量客戶的高度敏感資訊。此案凸顯

了設計不良的技術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制定隱私法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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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宣稱，在 Tim Hortons 的案例中，手機應用程式持續收集位置資訊，用

來追蹤「每次使用者進入或離開 Tim Hortons 的競爭對手、主要體育場館、

使用者們的住家或工作場所」。Tim Hortons 表示，公司使用這些資料是用

來分析顧客是否改變到其他家連鎖咖啡店。但令人震驚的是，應用程式請求

允許存取行動裝置的定位權限，誤導許多使用者認為只有在使用該應用程式

時才會獲取位置資訊。事實上，只要行動裝置開機，該應用程式就會不斷追

蹤用戶的位置資料。 

加拿大隱私專員辦公室已建議 Tim Hortons 及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刪除任何剩

餘的位置資訊，並進行各種隱私權限改進，例如：進行隱私影響評估，和報

告其遵守這些建議所做的細節改變。 

Tim Hortons 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我們在調查過程中與加拿大的

隱私專員充分合作，已經開始實施他們的建議。2020 年 6 月，我們針對共享

的資料進行了改善，並與外部專家一起審查我們的隱私政策。 此後不久，我

們將主動刪除從 Tims 應用程式中收集的地理位置技術。 這種定位技術的資

料從未用於個別顧客的個人化行銷，在去識別的基礎上，主要用於研究業務

趨勢——結果並不包含任何顧客的個人資訊。」 

相關連結： 

Joseph Cox(2022). Canada's Beloved Tim Hortons Spied on Everyone 

Who Used Its App, Regulator Says. vice. 

檢自： 

https://www.vice.com/en/article/bvnwqw/tim-horton-collected-

location-data-from-app (Jun. 1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隱私資訊被竊取 

	

25. 週期：2022/6/20-6/25 

#115 英國對俄羅斯啟動網路相關的貿易制裁 

標題 英國對俄羅斯啟動網路相關的貿易制裁 

Tags 國際瞭望, 英國, 法規, 網路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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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英國採用了新法規，以防止向「指定對象」提供網路服務。這些法規適用於

英國全境及部分在境外的英國人。 

摘要 

字數: 

565 

英國採用新法規，防止向「指定對象」提供網路服務。這些法規適用於英國

全境及境外由英國人所提供的完整或部分服務。被指定的實體或個人公布於

在定期更新的英國制裁名單上，標籤為「網路制裁名單」。 迄今為止，只有

V-Novosti 和 Rossiya Segodnya 被當局列為指定對象。 

此新法規要求：社交媒體服務必須採取合理措施，以防止英國用戶閱讀到由

「指定對象」生成、上傳或共享的內容；網路存取服務應採取合理措施，防

止英國用戶存取由「指定對象」提供的網站；以及應用程式商店採取合理措

施，防止英國用戶下載或以其他方式存取「指定對象」提供的服務。 

新法規並沒有對於社交媒體和應用程式商店應該採取哪些「合理步驟」給出

確切規定。 因此，各家網路服務公司都必須評估需採取哪些預防措施來遵守

這些網路制裁服務。至於被制裁的網路服務，在解釋性備忘錄中則說明可設

定為封鎖的 URL。 

此外，這些法規授權英國通訊辦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對那些不遵守法規的人處以民事罰款。 Ofcom 也能以監測是否符

合法遵，要求公司提供資訊和檔案。因此，無法提供資料也被視為犯罪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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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 向相關行業釋出了一封公開信，總結了這些新限制的適用情況，以便

公司遵守。 它還建議公司閱讀其《監管調查執法指南》，以瞭解 Ofcom 如

何採取執法行動。 

相關連結： 

Sheppard Mullin Richter & Hampton LLP(2022). Introduction of internet-

related Russia trade sanctions in the UK. JDSUPRA. 

檢自：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introduction-of-internet-related-

russia-1156186/ (Ju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英國與俄羅斯國旗 

	

#116 土耳其的網路自由報告顯示自由度持續下降 

標題 土耳其的網路自由報告顯示自由度持續下降 

Tags 國際瞭望, 網際網路自由度 

引言 
根據媒體和法律研究協會所發佈的報告顯示，由於網際網路的審查制度和監

測的增加，網際網路自由度在 2021 年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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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630 

根據媒體和法律研究協會（The Media and Law Studies Association，

MLSA）所發佈的報告顯示，由於網際網路的審查制度和監測的增加，網際網

路的自由度在 2021 年持續下降。 

Free Web Turkey 2021 年度報告顯示，2021 年土耳其至少有 11,050 個 

URL 被封鎖，報告稱：「雖然其中 1,593 個被封鎖的 URL 包含新聞文章，但

在監測期間共有 49 個新聞網站被禁止存取，有些網站甚至出現不止一

次」。調查結果顯示，53%的封鎖新聞文章與土耳其總統、正義與發展黨

（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AKP）的領導人以及市長或官員相關。 

根據 MLSA Mumtaz Murat Kok 專員的說法，這種情形在 2022 年並沒有好

轉。Kok 表示，此份報告只涵蓋一年的時間，若與最近提交給議會的假資訊

法案一起考慮時，則影響深遠。目前土耳其的假資訊法案使散佈「假訊息」

可能導致入獄，並使媒體處在更加壓制性和強制性的環境。 

根據 Google 發佈 2021 年前六個月的統計報告顯示，土耳其總共要求刪除

4,776 項資料，且大多數請求都是以「誹謗」為由。Google 出於法律原因刪

除其中 1,686 項，出於公司政策原因刪除 219 項。Kok 表示：「考慮到政府

旨在加強審查，加上社群媒體公司迄今為止毫無阻礙的接受政府提交的移除

要求，我認為下一份報告「MLSA 2022 年網路自由度報告」不會是一個令人

愉快的報告。」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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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di Firat Buyuk(2022). NEWS Internet Freedoms in Turkey Continue to 

Deteriorate: Report. BalkanInsight. 

檢自：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2/06/10/internet-freedoms-in-turkey-

continue-to-deteriorate-report/ (Ju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使用手機隨意上網 

	

#117 Yandex 從地圖應用程式中移除國家邊界線 

標題 Yandex 從地圖應用程式中移除國家邊界線 

Tags 國際瞭望, 俄烏戰爭, 應用程式 

引言 
隨著俄羅斯總統普丁公開發表擴張國土的夢想，俄羅斯科技巨頭 Yandex 於 6

月 9 日宣布，已經從自家的地圖應用程式中移除所有國家邊界線。 

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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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俄羅斯科技巨頭 Yandex 於 6 月 9 日宣布，已經從自家的地圖應用程式中移

除了所有國家的邊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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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行動引起大眾的猜測，因為正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激烈行動，俄國總

統普丁公開講論要擴大邊界，烏克蘭人擔心俄羅斯會利用虛假的公投來吞併

烏克蘭的部分地區。 

公司發言人 Polina Pestova 解釋，「Yandex 地圖是一項通用服務，可以幫

助人們找到機構的所在位置，或所處位置附近的地點，選擇要搭乘的公共交

通工具，規劃出熟悉的路線，這些是我們用戶目前主要使用的功能。將來，

地圖在非主要用途上，將變得更加著重在自然地理，也就是說著重於自然環

境的呈現。將地圖從國家邊界轉向自然景觀。」 

Pestova 強調這次的調整不是因為政治因素而下的決定，而是將展示整個世

界作為目標，將一些特定的物體，如山脈、河流、極圈的界線和其他物件都

會出現在地圖上。 

俄國總統普丁將自己比作 18 世紀的俄羅斯沙皇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因發動對

瑞典帝國的戰爭而聞名，瑞典帝國與盟友挪威、丹麥和薩克森，也就是今天

的波蘭和立陶宛進行反擊。 

普丁在 6 月 9 日表示：「彼得大帝發動了長達 21 年的北方戰爭，看起來是為

了從瑞典拿走東西所以與瑞典打仗。但其實，彼得大帝沒有從他們那裡拿走

任何東西，只是恢復原本就屬於俄羅斯的東西。」 

相關連結： 

Lorenzo Franceschi-Bicchierai(2022). Russia's Yandex Is Removing 

Borders From Its Maps App. vice. 

檢自： 

https://www.vice.com/en/article/pkge4n/russias-yandex-is-removing-

borders-from-its-maps-app (Ju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世界地圖 

	

#118 英國計劃調查 Apple、Google 的行動瀏覽器主導地位 

標題 英國計劃調查 Apple、Google 的行動瀏覽器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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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國際瞭望, 行動瀏覽器市場, Apple, Google 

引言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MA) 表示，正在計劃調查 Apple 公司和 Google

的行動瀏覽器市場主導地位。 

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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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表示，正在計劃調查 Apple 公司（Apple Inc.）和 Google 的行動瀏

覽器市場主導地位，以及 iPhone 製造商通過應用商店對雲端遊戲的限制。

Apple 與Google 在行動生態系統上擁有「有效的雙占」（effective 

duopoly）。 

CMA 執行長 Andrea Coscelli 表示，當人們談到手機時，Apple 和 Google

是優先的選擇，兩間公司對行動生態系統的強大控制將競爭對手拒之門外，

阻礙英國科技業發展。去年英國 97%的行動網路瀏覽都是由 Apple 或

Google 的瀏覽器引擎驅動，加上 Apple 禁止在 iPhone 上使用其他瀏覽器引

擎。 

Apple 表示，他們不同意報告中的一些結論，這些結論低估 Apple 在創新、

隱私和用戶性能方面的投資。上述皆是用戶喜歡 Apple 的原因，並為小型開

發商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他們擁有值得信賴的平台。 

Google 表示，使用 Android 作業系統為人們和企業提供更多選擇，Google 

Play 應用商店已成為數百萬應用程式的下載平台。Google 發言人對此表



243 
	

示，「我們會定期審查如何才能最好的支援開發人員，對 CMA 的反饋做出快

速反應，並持續與 CMA 保持互動。」 

CMA 同時表達對 Apple 阻止雲端遊戲服務的擔憂，這些服務允許串流傳輸高

品質的遊戲，而不是單獨下載。CMA 表示，調查將進一步評估擔憂，未來可

能形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命令要求對 Apple 和 Google 的做法進行調整。 

相關連結： 

Anil D'Silva and Elaine Hardcastle(2022). UK plans to probe Apple, 

Google's mobile browser dominance.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uk-plans-probe-apple-googles-

mobile-browser-dominance-2022-06-10/ (Jun. 2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使用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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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週期：2022/6/27-7/2 

#119 奈及利亞網路監管機構發布草案以規範 Google、Facebook、TikTok 

等 

標題 奈及利亞網路監管機構發布草案以規範 Google、Facebook、TikTok 等 

Tags 國際瞭望, 奈及利亞, 網路監管, 社群媒體平台 

引言 
奈及利亞已宣布計劃監管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Twitter、

Google 和 TikTok 等網際網路公司。 

摘要 

字數: 

853 

奈及利亞已宣布計劃監管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Twitter、

Google 和 TikTok 等網際網路公司，該計畫由奈及利亞國家資訊技術發展署

（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gency，NITDA）發布。  

該草案的名稱為「互動式電腦服務平台與網際網路中介機構業務守則」

（Code of practice for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 platform/internet 

intermediaries）。網際網路監管機構聲稱，這些條件旨在「保護居住在該國

的奈及利亞人和非奈及利亞人的基本人權」以及「定義在數位生態系統中互

動的準則」。 

內容包含: 

• 建立法人實體，需在奈及利亞公司事務委員會（Corporate Affairs 

Commission，CAC）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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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指定的國內代表與奈及利亞當局聯繫。 

• 在建立法人實體後，遵守所有監管要求。 

• 遵守奈及利亞法律對運營的所有適用稅收義務。 

• 避免在其平台上發布禁止內容和不道德行為。 

• 向當局提供有關有害帳戶、可疑殭屍網路和其他的虛假網路訊息，並

在約定時間內刪除任何違反奈及利亞法律的訊息。 

NITDA 表示，此草案開放社會大眾審查和評論。然而，在 Twitter 被禁止

後，受到強烈反對以及對奈及利亞政府監控和言論自由的擔憂，目前尚不清

楚該機構為何繼續撰寫此草案，但這並不是奈及利亞政府第一次欲監管社群

媒體平台。最新的一次是 2021 年 6 月，當時在宣布 Twitter 禁令的同一份新

聞稿中，廣播監管機構國家廣播委員會（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mission，NBC）指示，開始授權包括 YouTube、Zoom、WhatsApp

和 Skype 等社群媒體和 OTT 可在奈及利亞平台運行。 

該國某些國民認為，相關的管制可能會就此結束，但其他人擔心，如果奈及

利亞政府認為服務不遵守其規定，可能會像暫停 Twitter 一樣暫停這些網際網

路平台的營運。 

相關連結： 

Tage Kene-Okafor(2022). Nigeria’s internet regulator releases draft to 

regulate Google, Facebook, TikTok and others. TechCrunch 

檢自： 

https://techcrunch.com/2022/06/13/nigerias-internet-regulator-

releases-draft-to-regulate-twitter-facebook-tiktok-and-others/ (Ju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Twitter 

	
	
	

#120 微軟的 Internet Explorer 已邁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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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微軟的 Internet Explorer 已邁入歷史 

Tags 國際瞭望, 微軟, Internet Explorer 

引言 
科技巨頭微軟的網路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已於 2022 年 6 月 15 日

退役。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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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無處不在的藍白色「e」，將從世界各地的電腦上消失。Internet 

Explorer 在撥接網路時代一直佔據主導地位，這一政策讓許多線上用戶開始

懷念 1995 年推出的網路瀏覽器，「#RIPInternetExplorer」的標籤正在網路

世界中流行，許多人正哀弔著 Internet Explorer 的離開。Twitter 上的一則貼

文海報寫道，「我來自 2000 年初，是利用 Internet Explorer 開啟網路之旅

的那一代人，感謝 IE 在童年時期擴展我的知識。」 

微軟在去年的一份備忘錄中已經宣佈了此決定將在 6 月 15 日生效，取而代之

的是 2015 年推出的瀏覽器 Microsoft Edge，微軟表示它是「比 Internet 

Explorer 更快、更安全、更現代的瀏覽體驗」。Microsoft Edge 內置了

Internet Explorer 模式，因此可以直接從 Microsoft Edge 訪問那些基於

Internet Explorer 的舊網站和應用程式。 

雖然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個網路時代的結束，但這一轉變卻對一些國家

的現實生活產生影響，這些國家仍然廣泛依賴 IE 進行行政事務。日本企業警

告，這一變化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引起陣痛，一家總部位於東京的軟體開發

商，被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技術支援請求淹沒。《日本時報》還援引一項民意

調查，在 3 月份接受調查的 350 家日本公司中，有 49%的公司表示他們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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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E。在韓國，一些使用 IE 瀏覽器的政府機構也存在擔憂，包括國土交通

部和水資源公司。 

相關連結： 

Adela Suliman(2022). Microsoft’s Internet Explorer is dead. The 

Washington Post 

檢自：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2/06/15/internet-

explorer-browser-microsoft-retired/ (Ju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瀏覽器 

	

#121 美國兩大電信商同意部分 5G 服務延至明年 7 月開通 

標題 美國兩大電信商同意部分 5G 服務延至明年 7 月開通 

Tags 國際瞭望, 5G, 航空運輸 

引言 

美國各大航空公司的執行長在今年 1 月曾說，5G部署可能導致一場災難性航

空危機，使所有飛機停飛。兩家營運商同意將部分無線塔台的啟用時間推遲

到 202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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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6 月 17 日表

示，威訊通訊公司（Verizon Communications）和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

（AT&T）已自願同意將部分 C 頻段 5G 服務延至 2023 年 7 月開通，同時航

空業者正致力改裝飛機，確保不會受到干擾。 

今年 1 月，兩家營運商同意將部分無線塔台的啟用時間推遲到 7 月 5 日，並

降低機場附近其他無線塔台的供電能力。威訊通訊公司表示，「新協議允許

公司在未來幾個月分階段取消在機場周圍部署的 5G 網路限制，這意味著將有

更多消費者和企業受益於 5G技術的巨大能力」。 

AT&T 與 FAA 表示：「已開發了一種更有效的方法，能夠控制跑道周圍通信

基地台的訊號強度，因此能啟用更多的基地台。」AT&T 表示「公司自願實

施這些更有效的預防措施，好讓航空業者有更多時間來改造設備。」 

今年早些時候，由於擔心 5G 服務可能會干擾飛機高度表，導致美國一些機場

班機中斷，FAA 代理局長 Billy Nolen 6 月 15號敦促主要航空公司的執行長

迅速採取行動，在無線電高度表上安裝訊號過濾器，以解決 5G 服務帶來的風

險，避免下個月機場出現干擾而再次中斷。 

成員包含美國航空、達美航空、聯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國主要航空公司貿易代

表組織美國航空協會（Airlines for America，A4A） 6 月 17 日在 FAA 會議

上質疑，「我們得知有 4800 架飛機需要在 2023 年 7 月前改裝完畢，FAA

還沒有正式批准解決方案，也沒有製造商開始大量製造產品，航空公司目前

不清楚能否達成這武斷訂立的最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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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 表示「主要航空機隊所需的訊號過濾器和替換裝置會按照計畫提供，使

基本工作能於 2023 年 7 月前完成。在那之後，期望通訊業者能在受到最少

的限制下在城市區域營運網路服務。」 

相關連結： 

David Shepardson(2022). Verizon, AT&T agree to delay some 5G 

deployment until mid-2023.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verizon-att-agree-some-c-band-

aviation-protections-until-mid-2023-2022-06-17/ (Ju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機場與飛機 

	

#122 DeadBolt 勒索軟體再次攻擊 QNAP 儲存設備 

標題 DeadBolt 勒索軟體再次攻擊 QNAP 儲存設備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攻擊, IoT, 漏洞, 勒索軟體 

引言 

QNAP警告用戶有關其網路儲存裝置（NAS）的另一波 DeadBolt 勒索軟體

攻擊，並強烈要求用戶將其設備的 QTS 或 QuTS hero 作業系統更新到最新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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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AP 在周五的公告中詳細說明：這次是 DeadBolt 集團今年針對供應商用

戶的第四次活動。根據 QNAP官方的說法，這種特殊的運行是針對基於過時

版本 Linux 的 QTS 4.x 的網路儲存裝置（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NAS）上的文件進行加密，這可能具有某種可利用的弱點。 

先前的攻擊發生在 1 月、3 月和 5 月。DeadBolt 背後的網路犯罪分子主要針

對NAS 設備。網路安全公司趨勢科技（Trend Micro）的分析師表示，

QNAP系統是 DeadBolt 攻擊的主要目標，但該組織在 2 月時也攻擊了系統

製造商華碩子公司 Asustor 的 NAS 設備。 

趨勢科技在一月的一份報告中寫道：「QNAP 是網路犯罪分子對NAS 越來越

感興趣的例子。企業越來越依賴物聯網來實現持續連接、工作流程連續性和

資料存取。同時他們認為，網路犯罪分子已經注意到這種依賴性，現在定期

更新他們已知的工具和攻擊流程，將 NAS 包含在他們的目標列表中，他們非

常清楚現代家庭和企業依賴這些設備來儲存和備份文件。 

更重要的是，網路犯罪分子意識到這些設備具有有價值的訊息，並且只有最

低限度的安全措施。 

在美國網路安全暨基礎設施安全局列出的 778 個已知已利用的漏洞中，有 8

個與NAS 有關，有 10 個涉及 QNAP。 

網路全供應商 Viakoo 的執行長 Bud Broomhead 告訴 The Register，

QNAP 和其他供應商的 NAS 驅動器通常在公司 IT 團隊之外進行管理，這使

其成為有吸引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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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mhead 說：「QNAP設備對網路犯罪分子非常有吸引力，他們的策略

是向大量受害者索要少量資金，而不是向少數受害者索要大量贖金。勒索軟

體開始轉向竊取資料，因為網路犯罪分子可以從獲得贖金和出售資料中獲

利。隨著勒索軟件擴展到資料盜竊領域，對NAS 設備的威脅將會增加。」 

DeadBolt 與其他以 NAS 為重點的勒索軟體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目標受害

者的數量，還在於它的攻擊技術，包括提供多種支付選項——一種供用戶恢

復其加密文件，另一種供 QNAP 使用。DeadBolt 攻擊者要求受害者個人支

付 0.03 比特幣（約 1,160 美元）來獲取解密文件的密鑰。而供應商則可選

擇要獲取受感染設備漏洞之訊息或是花費 20 個比特幣（約超過 100 萬美

元）來獲取主要解密的密鑰。 

為了保護自己，組織需要保持NAS 設備更新並至少與公共網路斷開連接——

若必須遠端存取，則使用安全的 VPN——使用強密碼和多因子身份驗證、安

全連接和通訊埠，並關閉未使用和過時的服務。 

相關連結： 

Jeff Burt(2022). DeadBolt ransomware takes another shot at QNAP 

storage. The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6/18/deadlbolt-ransomware-qnap-

nas/ (Ju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眾多資料的儲存設備 

	

#123 TikTok 將美國用戶資料移至 Oracle 平台 

標題 TikTok 將美國用戶資料移至 Oracle 平台 

Tags 國際瞭望, 資安, 隱私, 中國 

引言 
TikTok 宣布美國使用者資料將改至甲骨文（Oracle）雲端儲存，以平息外界

質疑 TikTok 將美國用戶資料外流中國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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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 6 月 17 日宣布，已將位於美國地區的用戶資料轉移到甲骨文（Oracle）

的雲端伺服器，這行動是為了緩解外界對於中國政府能存取美國用戶資料的擔

憂。 

在完成資料轉移之前， TikTok 會使用自家在維吉尼亞州和新加坡的資料中

心來暫時儲存用戶的備份資料，轉移至甲骨文平台後會將資料全數刪除。 

TikTok 表示「這些都是重要的措施，但我們還可以做更多。我們知道從安全角

度來看，TikTok 幾乎是最受關注的平台之一，我們的目標是消除大眾對美國用

戶資料安全的任何懷疑。」 

總部位於北京的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堅稱中國共產黨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無法存取美國用戶的數據。 

BuzzFeed 新聞（BuzzFeed News）反駁了這一說法，BuzzFeed 取得 TikTok

內部 9 名員工的會議語音紀錄，顯示至少從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1 月，中

國 TikTok 的工程師經常存取美國用戶流量。 

鑑於中國法律的規定，為了國家安全，國家能強制使任何公司交出資料，也就

是說，如果美國的用戶資料能被中國員工拿到，那麼中國政府也極有可能擁有。 

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副主席 Cathy McMorris Rodgers 6 月 17 日發出新聞稿表示，她要求 TikTok

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接受質詢。「這是給任何覺得美國人民應該擁有網路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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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料安全保護的人敲響警鐘。我們必須曝光科技巨頭是如何將美國人的資料

傳送到中國。」 

相關連結： 

CHRIS MILLS RODRIGO(2022). TikTok moves US user data to Oracle 

platform. TheHill. 

Emily Baker-White(2022). Leaked Audio From 80 Internal TikTok 

Meetings Shows That US User Data Has Been Repeatedly Accessed From 

China. BuzzFeed News. 

檢自：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3528271-tiktok-moves-us-

user-data-to-oracle-platform/ (Jun. 27, 2022)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emilybakerwhite/tiktok-tapes-

us-user-data-china-bytedance-access (Ju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中國地區上的 tiktok 標誌 

	

#124 大型科技平台簽署歐盟委員會新的虛假訊息實務守則 

標題 大型科技平台簽署歐盟委員會新的虛假訊息實務守則 

Tags 國際瞭望, 歐盟, 假訊息, 數位服務法 

引言 
世界主要科技平臺已與 34 個簽署方一同向歐盟委員會承諾，將會透過取消獲

利動機和增強查核能力來打擊線上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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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更新了不實資訊行為守則（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其簽署組織包括 Meta、Twitter 和 TikTok 等主要社交媒

體平臺，以及 Adobe、Google 和 Microsoft 等科技巨頭。值得注意的是，

Amazon 並沒有簽署。 

此次所發表的法規以 2018 年制定的原始業務守則為基礎，新增了包含 128

項具體措施，技術平臺和更廣泛的產業也做出了 44 項新承諾，以更好地打擊

線上假訊息。 

簽署方的承諾包括：將假訊息的傳播去貨幣化、確保政治廣告的透明度、最

大限度地與事實核查員合作以及為研究人員提供更好的資料訪問許可權。 

該守則將透過《數位服務法》來執行，這是一項於 2022 年 4 月獲得歐盟批

准的法規，旨在更好地保護歐洲使用者免受線上假訊息和非法內容、商品和

服務的影響。 

簽署方將有六個月的時間來執行他們簽署的措施，並將被要求在 2023 年初向

委員會提供其第一份執行情況報告。 隨後，一個新成立的工作隊將每隔六個

月舉行一次會議，以監測和調整技術、社會、市場和立法發展的承諾。 

歐盟委員會內部市場專員 Thierry Breton 在一份宣告中表示：「傳播假訊息

絕不應成為財務上可行的做法，線上平臺在解決這個問題時需要更加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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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資金問題上。非常大型的平臺一再違反守則，並且沒有適當執行風

險緩解措施，可能會被處以高達全球營業額 6%的罰款。」 

相關連結： 

Charlotte Trueman(2022). Big tech platforms sign up to the EU 

Commission’s new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computerworld. 

檢自： 

https://www.computerworld.com/article/3664135/big-tech-platforms-

sign-up-to-the-eu-commission-s-new-code-of-practice-on-

disinformation.html (Jun. 2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停止假訊息 

	

27. 週期：2022/7/4-7/9 

#125 RIR致 AFRINIC社群的訊息 

標題 RIR 致 AFRINIC 社群的訊息 

Tags 國際瞭望, APNIC, ARIN, LACNIC, RIPE NCC 

引言 
因眾多訴訟，四個區域網際網路註冊機構向非洲網路資訊中心社群傳送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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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sia-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APNIC）、美洲網際網路位址註冊組織（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ARIN）、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網際網路地址註冊管理機構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Internet Addresses Registry，LACNIC）

與歐洲網路資訊中心（Réseaux IP Européens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re，RIPE NCC） ，四個區域網際網路註冊機構（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RIR）向非洲網路資訊中心（Afric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AFRINIC）社群傳送的訊息。 

全球五大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確保了全球網際網路號碼資源的唯一性。RIR

的關鍵優勢在於接受各區域具有自己的歷史、文化、政治，以及擁有管理不

同社群需求的政策。四個簽署機構相信這個體系是健全和有效的並且值得一

起奮鬥。 

四個簽署機構極為關切當前 AFRINIC 所面臨的挑戰，他們敦促 AFRINIC 成員

和包括民間及政府在內的社群，在 AFRINIC 需要建設性的指導和援助時，能

與 AFRINIC 共同努力並給予支持。 

AFRINIC 過多的法律案件引發其餘 RIR 憂心，這些訴訟會對 AFRINIC 的自治

及社群構成威脅，並認為這些訴訟有意對這兩者造成嚴重損害。 

多年來，所有 RIR 都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無論是法律、政治、金融還是其

他方面。金融和政治利益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成為註冊網際網路資源的

一個因素。如果 RIR 要能夠應對此種挑戰，健全的管理體系必不可少，重要

的是這需要 RIR 成員積極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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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簽署機構承認 AFRINIC 需要從內部開始行動，以應對它所面臨到的挑

戰；這些挑戰在有對立的情況下不能輕易解決，AFRINIC、其成員與社群都

必須致力以公開和透明的方式共同努力，以確保結果符合成員的最大利益，

並符合社群制定的政策，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我們的承諾 

透過這一訊息，四個 RIR（APNIC、ARIN、LACNIC、RIPE NCC）希望重申

以下幾點： 

RIR 存在目的是支持社群能自主的以最佳方法解決區域性網際網路問題，平衡

個人和區域與區域和全球的網際網路需求。 

• 每個 RIR 社群都是自治管理，但必須能夠在不受外部干擾與威脅的環

境下，努力維護成員之間的關係和信任。 

• RIR 社群能完全掌握區域活動和制訂政策，但這些流程的運行狀況對全

球網際網路社群至關重要。 

• 我們致力於確保我們所管理的系統、網際網路與因網路而組成的 RIR

社群能健康、穩定與順利的發展。 

四個簽署機構表示：「對於 AFRINIC 社群，我們想說，AFRINIC 就是你們的

RIR。它的挑戰就是你們的挑戰，它的成功就是你們的成功。我們期盼，你們

齊心協力幫助它，在你們為非洲網路所做的貢獻基礎上，建立和引導

AFRINIC 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 

相關連結： 

AFRINIC(2022). RIRs Message to the AFRINIC Community. AFRINIC 

檢自： 

https://afrinic.net/20220617-rirs-message-to-afrinic-community (Jul.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四人拿著拼圖一起拼湊 

	

#126 將寬頻帶至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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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將寬頻帶至北極 

Tags 國際瞭望, 通訊, 寬頻, 衛星, 網際網路 

引言 

建設寬頻基礎設施需要昂貴的成本，北極地區因為種種挑戰被排除在寬頻的

領域之外。但隨著多家衛星公司將該地視為一個良好的商業機會，使得寬頻

缺乏的問題開始轉變。 

摘要 

字

數： 

917 

由於建設寬頻基礎設施需要高昂的成本，北極地區在種種挑戰上被排除在寬

頻的領域之外。北極幾十年來一直由 Iridium Communications 提供主要的

寬頻，該公司只提供衛星電話和適用低頻寬監測設備的服務。但隨著多家衛

星公司將該地視為一個良好的商業機會，使得寬頻缺乏的問題開始轉變。 

Starlink 和 OneWeb已經擁有可以為北極地區服務的繞極軌道衛星。 

Telesat 則透過加拿大政府合作與北極的原住民族群進行溝通。去年政府提供

了款項，使 Telesat Lightspeed 能完成發射低軌道衛星群。政府將獲得認股

權證，可在未來換取 Telesat 的額外股票。除此之外，魁北克省政府還提供了

4 億美元。這個低軌道衛星群將搭載 298 顆衛星，在加拿大上空提供高達吉

位元（gigabit）的速度。 

SES 計劃用一批中軌道衛星（Medium-Earth Orbit，MEO）為北極服務，這

些衛星將於今年年底發射。中軌道衛星部署距地球 1200 英里的軌道上，將要

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找到能避開范艾倫輻射帶（Van Allen radiation belt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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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SES 將為偏遠地區提供高頻寬服務，除了北極，還將為遊輪、行動通

訊基地台和政府網路提供寬頻。 

北極衛星寬頻任務（Arctic Satellite Broadband Mission，ASBM）由

Northop Grumman 建造，是英國衛星營運商 Inmarsat、挪威國防部和美國

空軍的合資企業。目的是為提供行動電話服務和軍事利用。預計在今年年底

發射兩顆衛星，運行軌道將是大扁度橢圓軌道（Highly elliptical orbit）於地

球上空 5000 到 27000 英里之間變化，軌道改變可以避免輻射風暴。 

俄羅斯衛星通訊公司（RSCC）宣布，計劃在幾年內發射四顆大扁度橢圓軌道

衛星，為遙遠的北極地區服務。目前俄羅斯遭到嚴厲的經濟制裁，有極大的

可能這項計畫已被擱置。 

對於沒有其它通訊服務能選擇的地區，衛星寬頻是一個很棒的解決方法。在

未來幾十年，衛星寬頻應會主導北極地區，為這些永遠不適合建設固網電信

的偏遠的地方帶來可觀的頻寬。這將會是一個有趣的變化，因為那些地方的

網路會從幾乎沒有連接到完全的連接。 

相關連結： 

Doug Dawson(2022). Bringing Broadband to the Arctic.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622-bringing-broadband-to-the-arctic 

(Jul.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點與線之間的連接 

	

#127 CISA：駭客仍在使用 Log4Shell 破壞網路 

標題 CISA：駭客仍在使用 Log4Shell 破壞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CISA, Log4Shell, Log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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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和美國海岸警衛隊網路司令部發布聯合公告，告

知管理員修補運行易受攻擊 VMware Horizon 的 Log4j 版本和統一接入閘

道器。 

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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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The Cybersecurity &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CISA）和美國海岸警衛隊網路司令部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Cyber Command，CGCYBER） 發布聯合公告，告知管理員修補運

行易受攻擊 VMware Horizon 的 Log4j 版本和統一接入閘道器（Unified 

Access Gateway，UAG），該 UAG為員工提供Horizon 虛擬桌面和應用程

序的遠程安全存取。 

上述兩種 VMware 產品都容易受到編號 CVE-2021-44228 的攻擊，並命名

為 Log4Shell 漏洞 ， Log4Shell 為攻擊者提供一個殼( shell)，可以遠程使

用 Log4j 存取網際網路相連的設備。該漏洞由 Log4j 維護組織 Apache 軟

體基金會（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ASF）於 12 月揭露，並表示

VMware 已在 12 月和 1 月為其設備進行修補。 

雖然，由 ASF進行維護，但因是開放原始碼廣泛用於其他供應商軟體，包含 

VMware、Cisco、IBM 和 Oracle 等。因此受其影響的最終用戶組織、設備

製造商和服務範圍廣泛，Log4Shell 被認為難以修補。 

根據 CISA 的說法，攻擊者利用該漏洞存取受害者的網路設備，並竊取訊

息，包括允許橫向移動的管理員憑據。許多機構在 Alert (AA22-174A) 中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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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自 2021 年 12 月以來，多個攻擊者團體在未修補的 VMware Horizon 

和 UAG 服務器上利用 Log4Shell 進行攻擊。 

相關連結： 

Liam Tung(2022). CISA: Hackers are still using Log4Shell to breach 

networks, so patch your systems.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cisa-hackers-are-still-using-log4shell-

to-breach-networks-so-patch-your-systems/ (Jul.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二進制碼設計流 

	

#128 ICANN 和 EURid 合作促進多語言和包容性網路 

標題 ICANN 和 EURid 合作促進多語言和包容性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EURid, 普遍接受性, 多語言 

引言 

ICANN與管理 .eu 頂級域名的歐洲網際網路域名註冊機構簽署一份諒解備忘

錄（MoU） 。旨在加强兩個組織支持國際化域名和促進所有域名和電子郵件

地址的普遍接受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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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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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與管理 .eu 頂級域 （top-level domain，TLD）的歐洲網際網路域

名註冊機構（Europe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Domains vzw，EURid） 簽署

一份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該 MoU 於 

2022 年 6 月 20 日簽署，旨在加强兩個組織支持國際化域名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IDNs） 和促進所有域名和電子郵件

地址的全球通用性（Universal Acceptance，UA）合作。 

IDN 欲使人們能夠使用全球和歐洲地區使用本地語言（例如西里爾字母、希

臘語和拉丁語）的域名和電子郵件地址，來促進多語言的使用（例如，

καθολική-αποδοχή-δοκιμή.ευ，email-épreuve@ épreuve-acceptation-

universelle.org）。UA 是支持其使用的關鍵，因為需確保所有域名和電子郵

件地址，無論何種語言或字符長度如何，都被所有支持 Internet 的應用程

序、設備和系統接受。UA 所支持的包括所有 IDN 國家代碼頂級域名 

（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s，ccTLD），以及 IDN 通用頂級域名 

（generic top-level domains，gTLD）。 

透過這份 MoU，ICANN 和 EURid 將開展與 IDN 和 UA 相關的聯合活

動 ，重點在於技術合作與研究、教育資源、社區外展與參與以及訊息共享。 

EURid 總經理 Peter Janssen 表示：「作為 .eu、.ею（西里爾字母）和 .ευ

（希臘字母）的註冊運營商，EURid 的願景是確保值得信賴的 .eu 環境，並

實現多語言網路。使網際網路用戶能夠在全球使用本地語言和文字。這份

MoU 進一步加強我們與 ICANN 的合作，我們期待共同提高 國際化域名的

全球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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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總裁兼執行長 Göran Marby 表示，支持 IDN 和 UA 是 ICANN 的

首要任務，也是邁向多語言和包容性網路的重要一步。 

相關連結： 

ICANN(2022). ICANN and EURid Partner to Promote a Multilingual and 

Inclusive Internet.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details/icann-and-eurid-

partner-to-promote-a-multilingual-and-inclusive-internet-22-06-2022-

en (Jul. 0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很多人講著不同語言 

	

#129 隨著西方公司離開的步伐加快，Cisco、Nike 退出俄羅斯 

標題 隨著西方公司離開的步伐加快，Cisco、Nike 退出俄羅斯 

Tags 國際瞭望, 俄羅斯, 法律,, 政策 

引言 
美國公司思科（Cisco）系統公司和 Nike 表示，隨著西方公司加速的離開，

兩家公司計劃完全退出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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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烏克蘭戰爭而尋求離開俄羅斯的外國公司面臨著嚴重的威脅，因為未來幾週

內將通過一項新的法律，允許俄羅斯任命管理員來管理「不友善國家」擁有的

公司，且可以扣押資產與實施刑事處罰，這促使一些企業加速離開。 

電訊裝置製造商思科於 3 月暫停了在俄羅斯的運營，包括銷售和服務。它在一

份電子郵件宣告中表示，現在已經決定開始有序地結束在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

業務。而思科的競爭對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微軟也開始逐步減少俄

羅斯的業務。 

思科、IBM 和微軟等頂級技術公司的退出限制了俄羅斯企業和家庭取得關鍵裝

置的能力。 他們現在可能不得不依靠舊裝置和本土製造的替代品。 

Nike 在三月表示暫停在俄羅斯所有商店的運營，並在這個月決定完全離開。

Nike 的競爭對手愛迪達在 3 月份表示，它將關閉俄羅斯商店並暫停線上銷售，

目前沒有恢復俄羅斯業務的計劃。 

預計未來幾周將有更多的公司在新法律生效之前離開俄羅斯。退出的公司可能

很難回歸，這為俄羅斯的國內公司在某些市場提供了機會，也為來自中國和其

他地方的品牌提供了更多機會。 

相關連結： 

Praveen Paramasivam, Supantha Mukherjee and Mimosa Spencer(2022). 

Cisco, Nike quit Russia, as pace of Western firms leaving speeds up.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exclusive-cisco-

wind-down-business-russia-belarus-2022-06-23/ (Jul. 0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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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許多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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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週期：2022/7/11-7/16 

#130 蘇丹首都的網路在民主抗議活動前被切斷 

標題 蘇丹首都的網路在民主抗議活動前被切斷 

Tags 國際瞭望, 蘇丹, 網路政策 

引言 
儘管安全措施嚴厲、通訊停電，仍有大量人群走上街頭，反對八個月前奪取

政權的軍事管理層。據醫務人員透露，目前至少有八名抗議者被槍殺。 

摘要 

字數: 

480 

	

去年 10 月，由 Abdel Fattah al-Burhan 將軍主管的軍隊，推翻了蘇丹起義成

功後組成的過渡政府，引發了全國各地要求軍隊退出政治的集會，目前估計全

國各地的抗議者至少為數萬人，此次為該國數個月來最大的集會。 

一名 21 歲的抗議女學生表示：「除非我們到總統府把 al-Burhan 趕走，否則

我們就不會回家。」其他目擊者說：「在喀土穆市中心，安全部隊發射了催淚

瓦斯和水砲，試圖防止不斷增加的抗議者前往總統府遊行。」 

在數個月的抗爭活動中，軍事接管後，為了削弱抗議運動，實施了長時間的網

路停電。而此次抗議蘇丹當局要求關閉網際網路及電話服務，這是幾個月來抗

議中首次出現的情況。此外，安全部隊關閉了尼羅河上連接喀土穆、烏姆杜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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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和巴赫裡的橋樑，這通常是大型抗議採取的另一個步驟，以限制遊行者的行

動。 

聯合國駐蘇丹特使 Volker Perthes 以：「不會容忍針對抗議者的暴力行為」呼

籲當局遵守保護和平集會權利的承諾。而軍方領導人 al-Burhan 表示，武裝部

隊期待著民選政府接管的那一天，但這需透過協商或選舉來實現，而不是抗議。 

迄今為止，聯合國和非洲聯盟領導的調解仍進展甚微。 

相關連結： 

Aidan Lewis(2022). Eight killed in Sudan as protesters rally on uprising 

anniversary.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internet-cut-sudans-capital-

ahead-pro-democracy-protests-2022-06-30/ (Jul.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網路被切斷	

	

#131 Google 和 Internet Archive 是首批獲得對維基百科內容進行商業存取

的客戶 

標題 
Google 和 Internet Archive 是首批獲得對維基百科內容進行商業存取的客

戶 

Tags 國際瞭望, Google, 網際網路檔案館, Wikimedia Enterprise 

引言 

Google 與網際網路檔案館是「Wikimedia Enterprise」的首批客戶。

Wikimedia Enterprise 是維基媒體基金會所推出的新服務，為大量重複使用

和獲取維基百科與其他 Wikimedia 項目的公司提供對 Wikimedia 的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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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與網際網路檔案館 （Internet Archive）是「Wikimedia 

Enterprise」的首批客戶。Wikimedia Enterprise 是維基媒體基金會

（Wikimedia Foundation）所推出的新服務，為大量重複使用和獲取維基百

科（Wikipedia）與其他 Wikimedia 項目的公司提供對 Wikimedia 的存取。 

多年來 Google 使用 2012 年所推出的知識面板，為網路搜索者提供快速解

答和基本事實。該功能從免費提供的網上資源，例如：維基百科、Google 圖

書和其他來源中提取訊息，各種規模的科技公司也依靠維基百科的資料來增

強自己的產品和服務。 

Wikimedia Enterprise 服務已上線一年，以選擇加入（opt-in）的方式為商

業客戶提供服務。利用 Wikimedia Enterprise，任何規模的客戶都可以存

取，包括客戶支援和服務級別協定等的服務，價格的高低取決於其使用量，

亦提供免費試用版。 

該組織表示，Wikimedia Enterprise 現在可支應當前的營運成本，並且正在

逐漸增加探索用途的用戶數量。但是，即使存取資料的客戶規模很大，例

如：Google，也不需要使用商業產品。Wikimedia Foundation 在公告中表

示，所有 Wikimedia Foundation 提供的一套公開可用的資料集、工具和

API，將繼續對所有用戶免費使用。 

與此同時，被稱為 Wayback Machine 的網際網路檔案館也將利用商業服務

來改進自己的產品。網際網路檔案館的主管 Mark Graham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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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media Foundation 與網際網路檔案館是長期合作夥伴，皆致力於提供

普及和免費的知識存取。通過從維基百科中新添加的連結和引用，可以更

快、更可靠地將更多資訊進行歸檔。 

相關連結： 

Sarah Perez(2022). Google and the Internet Archive are the first 

customers to gain commercial access to Wikipedia content. TechCrunch.  

檢自： 

https://techcrunch.com/2022/06/29/google-and-the-internet-archive-

are-the-first-customers-to-pay-for-commercial-access-to-wikipedia-

content/ (Jul.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許多資料被收藏在箱子中	

	

#132 Verisign 2022 年第 1 季域名產業現況簡介 

標題 Verisign 2022 年第 1 季域名產業現況簡介 

Tags 國際瞭望, Verisign, TLD, ccTLD, gTLD, ngTLD, 域名 

引言 
註冊管理機構 Verisign 於今（2022）年 6 月公布了「2022 年第 1 季域名產

業現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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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管理機構 Verisign 於今（2022）年 6 月公布了「2022 年第 1 季域名產

業現況報告」，根據該份報告之統計結果，截至 2022 第 1 季，頂級域名

（top-level domain，TLD）的總註冊量為 3.505 億筆，相較於 2021 年第 4

季的總量增加了 880 萬筆，單季漲幅為 2.6%；若與去年同期（2021 年第 1

季）的總量相比，則是增加了 1320 萬筆，年度漲幅為 3.9%。註冊量最高的

前三大 TLD 依序為.com、.cn 以及.de。 

TLD 整體當中，由 Verisign 營運的通用頂級域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gTLD）.com 和.net，在 2022 年第 1 季的總註冊量分別為 1.613

億與 1,340 萬，兩者合計達 1.747 億，相較於 2021 年第 4 季增加了 120 萬

筆，單季漲幅為 0.7%；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成長了 670 萬筆，年

度漲幅為 4.0%。結算至 2022 年第 1 季末，一年內新註冊的.com 和.net 域

名共計 1,020 萬筆，去年同期的新註冊量則是 1160 萬筆。 

在 ccTLD 方面，截至 2022 年第 1 季的總註冊量為 1.334 億筆，相較於 2022

年第 4 季增加了 600 萬筆，單季漲幅為 4.7%；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

增加 310 萬筆，年度漲幅為 2.4%。註冊量最高的前三大 ccTLD 依序

為：.cn、.de 以及.uk。 

而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截至 2022 年第 1 季的總註冊量為 2630 萬

筆，占整體 TLD 的 7.5%，相較於 2021 年第 4 季增加 160 萬筆，單季漲幅

為 6.6%；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增加 350 萬筆，年度漲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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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其中，前十大 New gTLD 共占整體註冊量的 51.1%，而註冊量最高

的前三大 New gTLD 依序為.xyz、.online 以及.top。 

相關連結： 

Verisign(2022). The Domain Name Industry Brief Q1 2022 DATA AND 

ANALYSIS. Verisign. 

檢自： 

https://www.verisign.com/en_US/domain-names/dnib/index.xhtml (Jul. 

11, 2022) 

https://www.verisign.com/assets/domain-name-report-Q12022.pdf (Jul.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印有許多不同的域名方塊堆疊 

	

#133 FCC 授權 SpaceX 為船隻、飛機和卡車提供行動 Starlink 網路服務 

標題 FCC 授權 SpaceX為船隻、飛機和卡車提供行動 Starlink 網路服務 

Tags 國際瞭望,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SpaceX, Starlink, 授權 

引言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授權 SpaceX為行駛中的車輛提供 Starlink 衛星網路服

務，是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公司進一步擴展服務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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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授權 SpaceX為行駛中的車輛提供 Starlink 衛星網路服務，是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公司進一步擴展服務的關鍵。 

FCC 局長 Tom Sullivan 在發布的授權中表示，無論是穿越全國的旅行車，或

是從歐洲運送到美國港口的貨輪，還是在國內或國際的航班，SpaceX 的衛星

系統授權將擴大寬頻能力的範圍，以滿足現在移動中需要不斷增長的用戶需

求。然而，SpaceX沒有立即回應 CNBC 對 FCC 的決定提供評論的請求。 

Starlink 是 SpaceX 在低軌道上的衛星網路，旨在全球任何地方提供高速網路

服務。截至目前為止，SpaceX已經發射約 2,700 顆衛星，以支援全球網路。

截至 5 月，Starlink 客戶已超過 40 萬戶。 

SpaceX目前已與夏威夷航空（Hawaiian Airlines）和 JSX航空簽訂在飛機上

提供 Wi-Fi 的協議。到目前為止，SpaceX已獲准進行有限數量的飛行測試，

認為「航空 Wi-Fi 市場已經成熟，可以進行大幅修改」。 

此外，FCC 對行動 Starlink 服務施加條件，「SpaceX必須接受來自當前和未

來授權服務的任何事項，並且 Starlink 將承擔 FCC 額外條件或要求的風險」。 

相關連結： 

Michael Sheetz（2022). FCC authorizes SpaceX to provide mobile 

Starlink internet service to boats, planes and trucks. CNBC.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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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bc.com/2022/06/30/fcc-approves-spacex-starlink-

service-to-vehicles-boats-planes.html (Jul.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衛星在外太空繞行	

	

#134 ICANN 第 74 屆會議 - 精華回顧 

標題 ICANN 第 74 屆會議 - 精華回顧 

Tags 國際瞭望, DNS 濫用, RALO, ccNSO, ccTLD, GNSO, STS 

引言 
ICANN74 會議已於 2022 年 6 月 16 日圓滿落幕，本次會議特別受到社群重

視的議題包括：DNS 濫用、域名衝突。 

摘要 

字

數： 

2,186	

	

疫情後首次以混合模式舉辦會議 

ICANN 74 已於 2022 年 6 月 16 日落幕，這是從 COVID-19 疫情以來，第一

次以實體與線上方式混合舉辦 ICANN 會議。因應疫情採取安全措施，實體會

議的名額有所限制。兩年前開始的線上會議為 ICANN提供了創新並推動全球

社群聚集的機會。從那時起，ICANN持續改善世界各地與會者的會議體驗，

ICANN 期待以線上和實體結合的會議選項，讓所有與會者能有全面投入與平

等的感受，縮小現場及遠端與會者體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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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濫用 

一般會員諮詢委員會（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ALAC）在第一天的

領導會議上將解決 DNS 濫用定為首要任務。ALAC 成員從終端用戶的角度舉

辦了關於 DNS 濫用的會議，會議的討論重點以地區一般會員組織（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RALO）解決濫用問題所做的工作為主。 

會議起初的討論重點在於達成共識，定義「DNS 濫用」與如何提高利害關係

人響應預防 DNS 濫用的方法。但 DNS 濫用研究機構（DNS Abuse 

Institute）理事 Graeme Bunton 認為，與會者應先專注於解決問題。定義名

詞所花費的時間較長且不急迫，沒有必要為了定義而達成共識。DNS 濫用問

題是許多政策流程中的一個主題，但 ICANN目前沒有解決 DNS 濫用問題的

政策制定平台。 

非洲地區一般會員組織（African 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 

AFRALO )強調在非洲地區教育終端用戶的重要性，亞太地區一般會員組織

（Asia-Pacific 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APRALO）也呼籲提高用

戶的相關資安意識和能力，以政策或實際工具宣傳技術與知識都是 RALO能

參與的機會。 

建立起跨 RALO 的監督機構，可以有效地觀察到新趨勢（例如：詐騙型慈善

機構會在自然災害後增加）。也認同過於精確地定義 DNS 濫用沒有什麼益

處，只會浪費可以用來打擊 DNS 濫用的時間。歐洲地區一般會員組織

（European 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EURALO）強調要專注於打

擊 DNS 濫用的具體工具，並介紹了能為在瀏覽器上提供網站所有者、安全協

議和其他資訊的工具（isTrust.org）。 

國碼域名支援組織（country code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ccNSO）以國碼頂級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ccTLD）管理

者角度針對 DNS 濫用召開會議，討論減少濫用的做法以及受到各國授權的不

同級別和範圍的挑戰。通用域名支援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GNSO）也針對濫用議題召開會議。 

● ICANN74 相關議程： 

● At-Large Policy: An End User's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At-Large 

in DNS Abuse 

● ccNSO: ccTLD Role in DNS Abuse Policies 

● GAC Discussion: DNS Abuse 

● GNSO: CPH DNS Abuse Community Out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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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SO Council DNS Abuse Small Team Meeting 

● At-Large EURALO: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 At-Large EURALO Policy: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Multistakeholderism in Times of Emergency 

域名衝突 

安全與穩定諮詢委員會（Security and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

SSAC）報告了域名衝突分析計畫的最新狀況，SSAC 針

對.corp、.home、.mail、.internal、.lan 及.local 等根域名進行字串衝突研

究，並針對不存在的頂級域名（Non-exist TLD）進行分析，了解域名衝突與

各頂級域名的階層關係。 

本次會議的重點在於創建非公開註冊資料標準化存取／揭露系統（System 

for Standardized Access/Disclosure to Nonpublic Registration Data，

SSAD），正在進行中的 SSAD Light 是利用 ICANN 授權，允許用戶通過

ICANN 的域名服務查詢註冊資訊，由 SalesForce 構建，允許在預先存在的

服務系統中處理每個請求。 

ICANN 副主席 Steve Crocker 介紹由 Identity Digital 和 Edgemoor 

Research Institute 所研發的 Donuts/ERI 工具能夠與 SSAD Light 共存並互

相增強，除了持續優化清單追蹤系統（simple ticketing system，STS）對於

各方提出的工具將會開始進行評估和測試。 

● ICANN74 相關議程： 

● NCAP Status Update 

● New gTLD Subsequent Procedures: Working Together 

● Joint Meeting: GAC and GNSO 

● ICANN 74 Archive - GNSO: EPDP Phase 2 （SSAD) 

● GAC Discussion: WHOIS and Data Protection 

相關連結： 

ICANNwiki(2022). ICANN 74 - The Hague. ICANNwiki. 

檢自：  

https://icannwiki.org/ICANN_74_-_The_Hague (Jul. 1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混合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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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週期：2022/7/18-7/23 

#135 SpaceX 推出海上使用的高速寬頻服務 

標題 SpaceX 推出海上使用的高速寬頻服務 

Tags 國際瞭望, 網際網路, 衛星 

引言 
SpaceX 老闆 Elon Musk 宣布了一項新的 Starlink 寬頻服務，從商船、石油

鑽井平臺、甚至是高級遊艇，所有種類的船舶都能申請。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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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老闆 Elon Musk 宣布了一項新的 Starlink 寬頻服務，從商船、石油鑽

井平臺、甚至是高級遊艇，所有種類的船舶都能申請。 

這項名為 Starlink Maritime 的衛星傳輸寬頻服務，主打即便是在海洋中也能

獲得衛星網路且下載速度最高能達到 350Mbps。 

Musk 在 Twitter 上說道：「Starlink Maritime 使你在世界上最偏遠的水域也能

連接網路」。 

Starlink Maritime 費用比最近剛推出的陸地版 Starlink 房車還高，後者的硬體

成本為 599 美元，外加每月 135 美元的服務費，服務僅在車輛靜止時才能提

供順暢的使用體驗。 

根據 TechCrunch 報導，Starlink Maritime 的硬體由兩個終端機組成，成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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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美元，外加每月 5,000 美元的服務費用。Starlink 軟體工程師 Joseph 

Scarantino 在 Twitter 上解釋，由於 Maritime 設置了雙天線，能使性能提高

四倍，增加收訊範圍來減少延遲和訊號損失，提供更寬廣的視野（Field of View，

FoV）。 

雖然價格看似很高，但 SpaceX 表示比傳統的小型衛星地面終端設備（Very 

Small Aperture Terminal，VSAT）網路服務便宜，並發布了一份案例研究，說

明之前使用未命名的 VSAT 服務來連接 SpaceX無人機，無人機用於在海上回

收火箭，每個月就花費 165,000 美元。而 Starlink 每月總成本為 50,000 美

元。 

研究聲稱 VSAT 服務僅能提供 25Mbps 的速度還有 1 至 2 秒的延遲。Starlink 

Maritime 則提供了最高 40 Mbps 的上傳速度和 50 毫秒的延遲。 

SpaceX 承諾用戶能夠從單一登入網站遠端監控和管理 Starlink 船隊並且提供

端對端加密，而 VSAT 很少提供這種服務。 

Starlink Maritime 服務目前涵蓋美國、澳大利亞和歐洲的海岸線。SpaceX

預計要在 2022 年第四季度開始將擴大涵蓋範圍到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然後

在 2023 年第一季度擴大到南太平洋與印度洋。 

相關連結： 

Liam Tung(2022). SpaceX: Starlink Maritime is ready for yachts, ships and 

oil rigs.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home-and-office/networking/spacex-starlink-

maritime-is-ready-for-yachts-ships-and-oil-rigs/ (Jul.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在海上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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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西班牙銀行將幣安納入其虛擬貨幣註冊管理清單 

標題 1. 西班牙銀行將幣安納入其虛擬貨幣註冊管理清單 

Tags 國際瞭望, 西班牙銀行, Binance, 虛擬貨幣註冊管理清單 

引言 
西班牙銀行已將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Binance 註冊為虛擬貨幣平台，

並制定反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的規定，但不會監督平台的財務和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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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銀行已將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Binance 註冊為虛擬貨幣平台，

並制定反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的規定，但不會監督平台的財務和營運風險。

Binance 在全球擁有約 1.2 億用戶，Binance 對此規定表示，其在西班牙的

註冊機構將按照西班牙銀行的規定，在該國提供加密資產交換和託管服務。 

隨著歐盟準備對加密貨幣的監管，近幾個月法國和意大利也將 Binance 納入

國家註冊機構。根據歐盟上周同意的新規則，加密貨幣公司未來需要獲得客

戶保障和許可證，才能在歐盟發行和銷售數位代幣。 

根據現行規則，整個歐盟的加密資產並沒有支援跨境服務，但 2023 年所推出

的新規則會有所改變。在全球，加密資產基本上不受監管，歐盟的營運商只

需要公布防範洗錢的方法。 

2022 年 7 月時，歐洲議會的一位法國議員敦促法國市場監管機構，審查 5 月

時註冊 Binance 的規定，原因為 Reuters 最近對 Binance 上的洗錢活動進行

調查。根據 Reuters 的一則報導表示，Binance 作為洗錢渠道至少交易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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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非法資金。 

相關連結： 

Andrei Khalip and Louise Heavens(2022). Bank of Spain includes Binance 

in its crypto registry. reuter.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bank-spain-includes-binance-its-

crypto-registry-2022-07-08/ (Jul.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在平板上滑著有關幣安的資訊	

	

#137 加拿大歷經了網路中斷問題 

標題 加拿大歷經了網路中斷問題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中斷, 加拿大  

引言 
數百萬加拿大人在 7 月 8 日經歷網際網路斷線，羅傑斯通訊公司表示網路服

務於當日晚間開始陸續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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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萬加拿大人在 7 月 8 日遭遇全國大多數地區網際網路中斷後，羅傑斯電信

公司的網路服務已於當日晚間開始恢復。 

羅傑斯通訊公司的用戶大約有 900 萬人，斷網後，可看到民眾為了連接網路湧

進可以上網的咖啡廳、圖書館或在飯店外徘徊。他們無法使用網路銀行和政府

服務，像是到加拿大服務局（Service Canada）網站申請就業保險和社會安全

卡。此外，商店的支付系統、銀行 ATM 也都無法使用。 

加拿大邊境服務機構表示，停電影響了 ArriveCAN應用程式，在疫情期間所有

入境者都必須事先登入 ArriveCan。斷網時，ArriveCAN無法上傳資料，讓準

備入境的人不知所措。加拿大國會秘書 Greg Fergus 表示：「不是網路攻擊造

成停電。」 

通訊公司承諾，隨著網路服務逐漸恢復正常，會持續提供客戶最新調查情況，

並釐清與公布斷網問題的原因。羅傑斯通訊公司執行長 Tony Staffieri 指出：

「目前已把故障原因縮小至網路系統故障，斷網事件是進行網路韌體更新後因

部分路由器故障而導致的情形。」 

連歌手 The Weeknd 原訂於 7 月 8 日晚上在羅傑斯中心演出，也由於網路服

務中斷推遲演唱會，因為羅傑斯中心採用無現金交易，交易需依賴網路。 

羅傑斯是美國最大的電信公司。另有研科通訊（Telus Communications）和加

拿大貝爾公司（Bell Canada），這三家公司控制了加拿大 90%的市場份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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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幾十家營運商。 

麥馬斯特大學公共政策碩士項目執行主任 Vass Bednar 表示，大斷網說明加拿

大電信業普遍缺乏競爭力，僅有三巨頭掌控市場容易出現問題。 

相關連結： 

Isabella Zavarise(2022). Millions of Canadians experienced unexplained 

cell and internet outages, which also caused problems for travelers and 

The Weeknd. businessinsider. 

檢自：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illions-of-canadians-impacted-by-

rogers-network-outage-wireless-cellular-2022-7 (Jul. 1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rogers-

communications-services-down-thousands-users-downdetector-2022-

07-08/ (Jul.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沒有網路連接	

	

#138 歐盟議會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網路平台監管 

標題 歐盟議會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網路平台監管 

Tags 國際瞭望, 歐盟政策, 數位市場法, 數位服務法 

引言 

議會對新的《數位服務法》（DSA）和《數位市場法》（DMA）進行了最後表

決，為它們在歐盟提供的服務制定明確的標準，以符合歐盟的基本權利和價

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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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和《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DMA）這兩項法案旨在解決科技行業的社會和經濟影響，為

它們在歐盟提供的服務制定明確的標準，以符合歐盟的基本權利和價值觀。 

《數位服務法》為數位服務供應商設定了明確的義務，以應對非法內容的傳

播、網路上的假訊息和其他社會風險，其新的義務包括： 

● 平台需快速偵測並打擊網路上非法內容，同時尊重基本權利，包括言

論自由和資訊保護。 

● 加強對網路市場交易者的追蹤和檢查，以確保產品和服務的安全。 

● 提高平台的透明度和問責制，例如，提供關於內容審核或推薦系統的

明確訊息。 

● 禁止誤導性做法和某些類型的目標廣告，如：針對兒童的廣告和基於

敏感資料的廣告。所謂的 「黑暗模式 」（dark patterns）和操縱使用

者選擇的誤導性做法也將被禁止。 

越大型線上平台和搜索引擎，將面臨越高的風險，因此必須遵守更嚴格的義

務。這些義務包括：防止系統性風險；須讓用戶選擇不接受基於特徵分析的

推薦；為政府相關單位和審查研究員提供更便利的方式，以訪問其資料和演

算法。 

《數位市場法》為在數位市場上充當「守門人」的大型網路平台規定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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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確保更公平的商業環境和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服務。為了防止不公平的

商業行為，那些「守門人」必須： 

● 允許第三方與自己的服務相互操作，意思是較小的平台將能夠要求占

主導地位的資訊平台，使其使用者能夠跨應用程式交換訊息、傳送語

音訊息或文件。這將給使用者有更多的選擇，並避免所謂的「鎖定」

（lock-in) 效應，即他們被限制在一個應用程式或平台上。 

● 允許企業使用者訪問他們在守門人平台上生成的資料，以優化報價，

並在守門人平台之外與他們的客戶簽訂合約。 

除了以上內容，「守門人」將不能： 

● 在平台上將自己的服務或產品排在比其他第三方更有利的位置，即自

我推薦。 

● 阻止使用者輕鬆卸載任何預設軟體或應用程式，或使用第三方應用程

式和應用程式商店。 

● 處理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以進行有針對性的廣告宣傳，除非得到明確的

同意。 

為了確保關於 DMA 的新規則得到正確執行，委員會可以進行市場調查。如果

守門人不遵守規則，委員會可以對其處以最高為上一財政年度全球總營業額

10%的罰款，如果重複不遵守規則，則最高為 20%。 

理事會將於 7 月和 9 月分別正式採用 DMA 和 DSA，這兩項法案會在歐盟官

方公報上公佈，並在公佈後 20 天生效。DSA 將直接適用於整個歐盟，並將在

生效後 15 個月或從 2024 年 1 月 1 日（以較晚者為準）開始適用。 DMA 將

在生效六個月後開始適用，守門人在被指定後最多有六個月的時間來實施並

完成新義務。 

相關連結： 

Yasmina YAKIMOVA(2022). Digital Services: landmark rules adopted for a 

safer, open online environment. europarl. 

檢自：  



284 
	

https://www.hrw.org/news/2022/07/07/eu-parliament-adopts-

landmark-regulation-internet-platforms (Jul. 18,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

room/20220701IPR34364/digital-services-landmark-rules-adopted-for-

a-safer-open-online-environment (Jul.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里程碑	

	

#138 歐盟議會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網路平台監管 

標題 HHS 同意改進醫療資料洩露報告的回饋流程 

Tags 國際瞭望, 美國, 政策, 資料外洩 

引言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民權辦公室（OCR）已經同意通過在醫療機

構收到的確認郵件中添加語言和聯繫訊息來實施反饋機制。  

摘要 

字數： 

741 

	

根據美國國會審計處（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的最新報

告，GAO建議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

建立一個回饋機制，以提高其醫療保健資料洩露報告流程的有效性。該報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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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自 2015年以來向HHS舉發的違規行為和受影響個人的數量，審查了HHS

評估時的實體安全措施的審查過程，並提出了建議，以幫助 HHS 改善違規報

告的溝通。 

民權辦公室（Office of Civil Rights，OCR）負責執行《健康保險可攜性和問責

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的隱私、安全、

違規 通知規則，該規則為保障了受保護健康資 訊 （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PHI）的國家標準，並要求受保實體及其業務夥伴將不安全的 PHI

違規行為通知 HHS。 

除了建議回饋機制外，GAO 的報告還確定，自 2015 年以來，涉及不安全的

PHI 的違規數量持續增加。 2021 年有 714 起的健康資訊違規行為，幾乎是

2015 年違規行為的三倍。 

OCR 負責健康資訊和隱私的副主任表示，越來越多的資訊技術相關犯罪，如：

勒索軟體攻擊和商業電子郵件外洩，可以解釋違規行為增加的原因。此外，和

商業夥伴之間的資訊交換不遵守安全規則要求可能是導致違規數量增加的另

一個因素。 

雖然 OCR 制訂違規通知流程，但它並沒有為法案適用機構提供一個對違約報

告流程提供回饋的方法。根據 GAO 對適用機構和商業夥伴進行的一項調查，

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違規報告過程中遇到了與通訊相關的挑戰。 一些受

訪者建議，OCR 可以提供「提交匿名問題的平台」，或建立一個機制來「直接

徵求醫療保健部門成員的回饋」。 

相關連結： 

Menghan Xiao(2022). HHS agrees to improve feedback process for 

healthcare data breach reporting. SC media. 

檢自：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privacy/hhs-agrees-to-improve-

feedback-process-for-healthcare-data-breach-reporting (Jul. 1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持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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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週期：2022/7/25-7/30 

#139 封鎖與拒絕存取 IP 位址的原因 

標題 封鎖與拒絕存取 IP 位址的原因 

Tags 國際瞭望, IP 位址, 封鎖 

引言 
管理員可以封鎖自身 IP 位址（IP Address）或特定的外部 IP 位址存取，以

阻止不必要的內容存取。由於不需要或惡意行為，個別 IP 也可能被阻止。 

摘要 

字數: 

1,190 

	

網路管理員可以封鎖自身 IP 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IP Address）

或特定的外部 IP 位址存取，以阻止不必要的內容存取。由於不需要或惡意行

為，單一 IP 位址或 IP區塊 也可能被封鎖。 

封鎖特定 IP 位址 

封鎖 IP 位址可防止特定 IP 位址或 IP 位址組與伺服器、電腦或與應用程式

的連接。通常會利用封鎖 IP 地址，以防止有害伺服器連接到組織網路或個人

電腦。 

封鎖組織的 IP 位址 

組織系統內的 IP 位址也可以進行封鎖，例如：醫院可以封鎖內部網路 的 IP 位

址，以保護機密資料被不應存取該訊息的用戶存取。 

封鎖 IP 位址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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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人或公司想要封鎖位於某個組的單一 IP 位址時會出現問題，因當想要封

鎖特定 IP 位址時，其所屬的整個 IP 位址組也必須被封鎖。例如:由於有許多

的網際網路詐騙來源 IP 位址來自奈及利亞，因此很多甚至是全部來自於奈及

利亞的 IP 位址都被封鎖，造成奈及利亞的企業和網際網路用戶因大規模 IP 位

址封鎖而遭受損失。 

 

封鎖 IP 位址的常見原因 

封鎖 IP 位址的常見原因有以下幾項: 

● 駭客：大多數駭客的目標是存取商業機密或機密資料(如：員工健康資料、

薪資與會計記錄）。如果被竊取，有價值的訊息可能會被外洩，信用卡訊

息被竊或者利用勒索軟體攻擊，可能會導致企業倒閉。 

● 機器人：通常會感染個人電腦，來放大其他地方的攻擊。例如，經常發

送垃圾郵件或嘗試猜測密碼等。 

● 郵件伺服器垃圾郵件：垃圾郵件傳送者經常從同一個 IP 位址重複發送，

為了防止此事件，這些來源 IP 位址會被記錄，加以封鎖。 

● 病毒：在公司網路中，通常在個人使用者登錄並允許存取前，防毒軟件

會掃描，以找出最新的病毒。如果被感染，會被隔離到私有子網路，該

子網已被網路的其餘部分封鎖。隔離後，可以對其進行修補並刪除病毒。 

● 犯罪活動：如果某個 IP 位址有非法活動的歷史，例如非法交易或暗網

活動，許多伺服器會封鎖該 IP 位址。 

● 擴充功能：可以使用稱為擴充功能的外掛程式，來強化網頁瀏覽器，這

些軟體可以執行各種任務。其中廣告攔截器是最常見的，依賴廣告的發

布商可能會封鎖使用廣告攔截器的用戶 IP 位址，不讓用戶在無法看到

廣告的情況下存取網站內容。 

如何封鎖 IP 位址？ 

防火牆軟體會根據 IP 位址封鎖存取，首先檢查網路上每個資料包中的來源 IP

位址和目標 IP 位址，並將每個 IP 位址與其封鎖 IP 位址列表進行比較。如果

資料包與列表中的 IP 位址相符，會丟棄該資料包。 

例如，若從同一個 IP 位址的郵件伺服器收到大量的垃圾郵件，則該位址可能會

被添加到名譽封鎖列表（Reputation Block Lists，RBLs）中。RBLs 包括易受

攻擊的 IP 位址、已用於殭屍網路攻擊的 IP 位址或容易被劫持為代理伺服器的

IP 位址，換句話說 RBLs 集合已被識別為不良來源的 IP 位址。列在 RBLs 上的



289 
	

位址會降低 IPv4 位址的價值，雖然 RBLs 並未普遍實施，但只要被列在 RBLs

上，便會導致該 IP 位址被封鎖。 

相關連結： 

Peter Tobey(2022). IP Address Blocking.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712-ip-address-blocking (Jul.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IP 位址遭受封鎖	

	

#140 微軟警告：網路釣魚攻擊可以繞過現有的防禦，且已有 10,000 家公司遭

受攻擊 

標題 
微軟警告：網路釣魚攻擊可以繞過現有的防禦，且已有 10,000 家公司遭受攻

擊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釣魚, 網路攻擊, 多因子驗證 

引言 

自 2021 年 9 月以來，使用「中間人攻擊」或 AiTM 網站的大規模網路釣魚已

經攻擊了 10,000 多個組織。它使用網頁代理伺服器來完美地模仿公司登入頁

面，即使使用者啟用了多因子驗證，網路釣魚網站也可以跳過網站上的身份

驗證。 

摘要 

字

數：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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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子驗證（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是組織保護自己免受網路

釣魚和憑證盜竊攻擊的關鍵方式之一。 中間人攻擊（adversary-in-the-

middle，AiTM）網路釣魚攻擊會在目標和受害者訪問的網站之間部署代理伺

服器，該網站將會被攻擊者模仿。 MFA 本身並沒有損壞，但由於瀏覽器上的

對話 cookie 已被盜取，攻擊者仍然可以獲得身份驗證。 

每個現代網頁伺服器在身份驗證成功後都會詢問使用者是否同意暫存數據，因

為這樣使用者就不必在訪問的每個新頁面上進行身份驗證。此暫存功能是透過

使用者在初始身份驗證後提供的對話 cookie 實現的。在 AiTM 網路釣魚中，

攻擊者試圖獲取目標使用者的對話 cookie，以便他們可以跳過整個身份驗證

過程，來進行中間人攻擊 

在微軟強調的攻擊中，網路釣魚網站假扮了 Azure Active Directory（Azure 

AD）登入頁面。一旦受害者輸入其憑證並進行身份驗證，他們就會導向合法頁

面。 但在此過程中，攻擊者會攔截憑證，並代表使用者進行身份驗證。攻擊者

的網頁伺服器在使用者訪問釣魚網站時竊取使用者的 HTTP封包，並將其傳送

到攻擊者冒充的目標伺服器。 

網路釣魚頁面有兩個不同的傳輸層安全對話：第一個對話是與目標個人，另一

個對話則是與目標所訪問的網站。這些對話意味著網路釣魚頁面實際上是一個

AiTM 代理，它攔截整個身份驗證過程，並從 HTTP 中提取密碼等有價值的資

料，更重要的是， 一旦攻擊者獲得對話 cookie，即使目標的 MFA 已啟用，他

們依然可以將其導入瀏覽器以跳過身份驗證過程。 

攻擊者會傳送包含 HTML 檔案附件的電子郵件，並引誘使用者開啟語音訊息。

當開啟附加的 HTML 檔案後，該檔案會被載入使用者的瀏覽器，並顯示一個頁

面，通知他們正在下載語音訊息。攻擊者在檔案中將下載進度條寫死，使其看

起來有一個正在下載，事實上並沒有下載真正的檔案。 

雖然受害者很難發現 AiTM 攻擊，但微軟表示，客戶應在 Azure AD 中配置有

條件的存取管理，並監控傳入的電子郵件和網站的網路釣魚威脅，以防止這些

攻擊。 

相關連結： 

Liam Tung(2022). Microsoft warning: This phishing attack can skip your 

defenses and has hit 10,000 firms already.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microsoft-warning-this-phishing-attack-

can-skip-your-defenses-and-has-hit-10000-firms-already/ (Jul. 2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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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駭客進行網路犯罪網路釣魚竊取資料	

	

#141 Nokia Bell 實驗室確定 6G 的六項關鍵技術 

標題 Nokia Bell 實驗室確定 6G 的六項關鍵技術 

Tags 國際瞭望, Nokia, 6G 

引言 
Nokia 正在領導 6G-ANNA， 6G-ANNA 為德國資助的項目，旨在從德國和

歐洲的角度推動 6G 網路技術的全球預備研究和標準化工作。 

摘要 

字

數： 

620 

	

Nokia 正在領導 6G-ANNA，6G-ANNA 為由德國資助的項目，旨在從德國

和歐洲的角度推動 6G 網路技術的全球預備研究和標準化工作。「德國 6G 

平台（6G Platform German）」是國家計劃的一部分，在未來三年內已撥款 

3840 萬歐元，資金來自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BMBF）。Nokia 表示，將與其他各方密切合作，

包括 Vodafone、Siemens、Ericsson、Bosch，以及小型供應商、研究機構

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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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6G仍處於萌芽階段，Nokia Bell 實驗室據稱六項技術將會成為未來 6G 

網路的重要組成技術。在頻段方面，6G可能會專注於城市室外的區域達到

7GHz 至 20GHz，而亞太赫茲頻段將可能允許局部區域的峰值數據速率超過

100Gbps，預計 460MHz至 694MHz 的較低頻段可實現更廣泛的覆蓋。 

Nokia Bell 實驗室表示，預計 2025 年開始 6G 標準化工作，2028 年將在

3GPP Release 21 中推出第一個 6G 規範，在 2030 年進行商業部署。 

PP Foresight 的 Teleco 分析師 Paolo Pescatore 表示，在 5G仍未廣泛使用

的情況下考慮 6G 網路還為時過早，但重要的是要考慮 6G 功能，並對框架和

開放式協作方法進行標準。 

Nokia 標準負責人 Peter Merz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6G 將建立在現有技術和

系統的基礎上擴展和改變網路的功能。 

相關連結： 

Dan Robinson(2022). Nokia Bell Labs identifies six key technologies for 

6G. The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7/11/nokia_german_6g/ (Jul.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5G 轉換成 6G	

	

#142 Facebook 所有者 Meta 發布第一份人權報告 

標題 Facebook 所有者 Meta 發布第一份人權報告 

Tags 國際瞭望, 隱私權, 安全風險 

引言 
Meta 在 7 月 14 日發布了首份年度人權報告，探討 2020 年至 2021 年 Meta

如何實施人權原則，但這份報告引發人權團體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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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1,004	

	
Meta 在 7 月 14 日發布了首份年度人權報告，該公司多年來被指控對印度和

緬甸等地區有著網路虐待行為視而不見，藉由助長現實世界的暴力。 

報告委託律師事務所 Foley Hoag 進行人權影響評估（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HRIA），涵蓋了 2020 年至 2021 年，藉以確認 Meta 在印度散

佈仇恨言論可能扮演的角色。 

包括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內的人權組織，曾在今年 1 月發出聯名信要求 Meta 公佈

這項評估報告。 

Meta 在報告總結表示，「Foley Hoag 律師事務所注意到 Meta 平台已符合

『顯著的人權風險』標準，包括鼓吹煽動敵意、歧視和暴力的仇恨宣傳」並

提出了建議。但 Mata 在其後寫道，此份調查沒有提到 Mata 有「內容審核存

在偏見」的跡象。 

Meta 在報告中表示，他們正在研究律師事務所給予的建議，但不會像對其他

權利評估一樣，承諾去實行。負責此份報告的 Mata 人權主任 Miranda 

Sissons 表示，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方針提到，企業對外說明人權影響

「應避免造成利害關係人、人員或以合法要求維護商業機密帶來威脅」。 

參與這項人權評估的國際印度民權觀察代表 Ratik Asokan 表示，Meta 試圖

掩飾律師事務所的發現。人權觀察組織研究員 Deborah Brown 同樣稱這是選

擇性公佈的結論，不能使人了解 Meta 在散佈仇恨言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

沒有承諾要解決問題。 

人權組織多年來一直發出警告，印度的反穆斯林網路言論不斷引發緊張局

勢。Meta 在印度的使用者位居全球第一。2020 年 Mata 的印度公共政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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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Ankhi Das 請辭，因為她默許印度教民族主義執政黨成員在 Facebook 上

宣揚暴力。引起人們猜測 Mata 在印度的內容審視是否有意偏向執政黨，以

此維持市場。 

Sissons 說道「企業報告的格式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含安全因素」。她

於 2019 年加入 Mata，目前團隊由 8 人組成，另有約 100 人與相關團隊從事

人權工作。該報告還概述了她的團隊在 Meta 對 COVID-19 不實訊息與 Ray-

Ban Stories 智慧眼鏡所涉及的隱私和安全風險進行評估。包括指出可能存在

的隱私風險和對弱勢群體的影響。 

這份報告沒有深入探討 AR 和 VR 的影響。對此，Sissons 表示，針對 AR 和

VR 的分析在進行中，將會在後續的報告中進行討論。 

相關連結： 

Katie Paul(2022). Facebook-owner Meta releases first human rights 

report.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facebook-owner-meta-releases-

first-human-rights-report-2022-07-14/ (Jul.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法律判決正義平等概念	

	

#143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解雇 20%員工 

標題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解雇 20%員工 

Tags 國際瞭望, 加密貨幣, NFT 

引言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長 Devin Finzer 告訴所有員

工，公司將要裁員 20%。Finzer 表示現在已經進入了「加密貨幣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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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長 Devin Finzer 透

過內部的 Slack 公開頻道告訴所有員工，公司將要裁員 20%。Finzer 表示現

在已經進入了「加密貨幣的寒冬」，加密貨幣交易所進行裁員，加密貨幣和

NFT 的價值暴跌。 

Finzer 在頻道上標註了所有人說道：「大家好，我們做了一個非常悲傷和艱難

的決定，我們的團隊規模將要縮減 20%，今天就要和許多OpenSea 的朋友

和成員說再見。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是前所未有的局勢，加密貨幣現在已經步

入寒冬還結合了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我們需要先為公司做好準備，以應對市

場長期的低迷。」 

Finzer 指出，這次裁員能使OpenSea 在維持公司當前業務量的情況下，順利

度過長達五年的市場低迷狀態，保持足夠的資金而不必進一步裁員。透過今

天做出的艱難但重要的改變，OpenSea 將會佔領一個有利的位置，未來能快

速成為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市場。 

「我非常感謝今天要離開 OpenSea 的所有人，感謝他們的貢獻，感謝他們與

我們一起度過的旅程。他們在 OpenSea 的歷程故事和社群中是不可估量的角

色，且會永遠在故事中」Finzer 補充說，那些被解僱的人將在新的一年裡獲

得豐厚的資遣費並能繼續享受醫療保險直到 2023 年，在股價跌入低谷前加速

股權配置。 

OpenSea 是最受歡迎的 NFT 市場，但一直是詐欺犯和駭客的溫床，無數人

的 NFT 被劫持或進入市場洗錢。彭博社（Bloomberg）最近報導稱，過去幾

週 NFT 的銷量「直線式」暴跌。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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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Cox(2022). @channel We’re Laying Off 20% Of You, Says 

OpenSea CEO. vice. 

檢自： 

https://www.vice.com/en/article/jgp87b/opensea-lays-off-20-percent-

employees-crypto-winter (Jul. 2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員工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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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週期：2022/8/1-8/6 

#144 網際網路檔案館在出版商提起的訴訟中尋求簡易判決 

標題 網際網路檔案館在出版商提起的訴訟中尋求簡易判決 

Tags 國際瞭望, 數位借閱控制, CDL, 著作權 

引言 
全球知名的幾家出版社共同控告網際網路檔案館侵犯著作權，7 月 7 日電子

前哨基金會與律師事務所 Durie Tangri 向法院提出簡易判決動議。 

摘要 

字數: 

986 

	
電子前哨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與律師事務所 Durie 

Tangri 在 7 月 7 日向美國紐約地方法院提出簡易判決動議，解釋受控制的數位

借閱（Controlled Digital Lending，CDL）計劃是合法且合理，可以讓傳統圖

書館在數位世界中也能借閱書籍。  

該簡報解釋網際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能使大眾獲取知識，幫助新的

創作者和撰寫學術文章的人。透過這種方式能符合著作權的標準。網際網路檔

案館的數位借閱並不會影響出版商的收入，且有具體證據表示，檔案館的數位

借閱也不會損害到圖書市場。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創始人兼數位圖書管理員 Brewster Kahle 表示：「我們要禁

止圖書館借閱和擁有書籍嗎？不是。錯誤資訊橫行與民主面臨挑戰的時代，我

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獨立和強大的圖書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捍衛圖

書館提供線上服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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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受控制的數位借閱，網際網路檔案館和其他圖書館製作和借出實體館藏的

數位化掃描檔，並受到嚴格的技術控制。受控制的數位借閱借出的每本書都基

於合法購置和付款，作者和出版商已經獲得這些書籍全額的費用。儘管如此，

2020 年 Hachette、HarperCollins、Wiley 和 Penguin Random House 出

版商起訴了檔案館，聲稱受控制的數位借閱會侵犯他們的版權。 

 EFF 法務部總監 Corynne McSherry 說道「出版商所追求的不是維護現有權

利免受損害，而是尋求著作權以外的新權利：『控制圖書館用何種方式借出書

籍。』這新權利並不合理。網際網路檔案館與支持它的數百個圖書館並不是盜

版者或小偷，他們是圖書館員，就像幾個世紀以來在實體世界所做的一樣，努

力在網路上為顧客服務。圖書館將圖書借給讀者的權利並不違反著作權。」 

作者和圖書館員呼籲支持網際網路檔案館 

作家 Tom Scocca： 「在混亂的浪潮中，網際網路檔案館為知識帶來了秩序和

安定。檔案館保存並維護書籍，延長了一篇文章甚至整個出版物的壽命。」 

紐澤西一家學術與醫學圖書館的圖書館員 Benjamin Saracco 表示：「圖書館受

控制的數位借閱的實行在疫情下提供了圖書館一線生機，從那時起，這成為了

基本服務和公共財。如果出版商關閉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借閱服務，阻止圖書館

實施受控制的數位借閱，受到影響的將會是所有圖書館及需要服務的廣大社

群。」 

相關連結： 

chrisfreeland(2022). Internet Archive Seeks Summary Judgment in 

Federal Lawsuit Filed By Publishing Companies. Internet Archive Blogs 

檢自： 

https://blog.archive.org/2022/07/08/internet-archive-seeks-summary-

judgment-in-federal-lawsuit-filed-by-publishing-companies/ (Aug. 0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法槌與書	

	

#145 自 COVID-19 以來，針對洛杉磯港口的網路攻擊增長了一倍 

標題 自 COVID-19 以來，針對洛杉磯港口的網路攻擊增長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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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國際瞭望, 網路攻擊, 洛杉磯港口 

引言 
自 Covid19 大流行開始，世界上最繁忙港口-洛杉磯港的網路攻擊增長一

倍。 

摘要 

字

數： 

461	

	
自 Covid19 大流行開始，世界上最繁忙港口-洛杉磯港所受的網路攻擊增長一

倍。洛杉磯港執行董事 Gene Seroka 表示，目前每月針對洛杉磯港的攻擊數量

約 4000 萬次。洛杉磯是西半球最繁忙的港口，每年處理超過 2500 億美元

的貨物，使其成為網路犯罪分子的目標。港口面臨勒索軟體、惡意軟體和憑證

收集攻擊，目的是造成破壞並減緩經濟發展。 

洛杉磯港正與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的網路犯罪小組

合作，以防止攻擊並改善網路安全。該港口目前已投資數百萬美元用於保護網

路，網路韌性中心提供情報收集和網路威脅的增強保護，同時也是港口接收、

分析和與碼頭操作人員訊息共享的樞紐。 

在疫情流行期間，由於工廠關閉和員工被迫待在家裡，全球供應鏈吃緊。Seroka

表示，目前供應鏈吃緊情形已經緩解，2022 年 1 月時，有 109 艘貨櫃輪排隊

超過兩天才能進入洛杉磯港，如今大約有 20 艘等待停靠。因此 Seroka 認為，

過去兩年已經證明港口對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和經濟發揮著至關重要

的作用，因此需盡可能保證系統的安全。 

相關連結： 

Sam Fenwick(2022). Cyber-attacks on Port of Los Angeles have doubled 

since pandemic. BBC. 



300 
	

檢自：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62260272 (Aug. 0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洛杉磯港口	

	

#146 TikTok 所有者本季度將對美國政府的遊說支出增加了 130% 

標題 TikTok 所有者本季度將對美國政府的遊說支出增加了 130% 

Tags 國際瞭望, TikTok, 字節跳動, 遊說 

引言 

根據聯邦資料庫顯示，TikTok 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在今年

第二季花費超過 210 萬美元遊說美國政府，比上一個季度的支出增加

130%， 2021 年全年的遊說支出，約花費 470 萬美元。 

摘要 

字

數： 

660 

	
根據聯邦資料庫顯示，TikTok 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在今年第

二季花費超過 210 萬美元遊說美國政府，比上一個季度的支出增加 130%， 

2021 年全年的遊說支出，約花費 470 萬美元。 

字節跳動對各種立法進行遊說，其中一項是美國創新和選擇線上法案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hoice Online Act），是一項關鍵的反壟斷法

案，該法案將禁止占主導地位的技術平台偏愛自己的產品，而不是依賴其服

務的競爭對手的產品。除此之外字節跳動還遊說旨在打擊中國競爭力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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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法案、線上隱私法案、國防開支法案和禁止 TikTok 進入國土安全部設備

相關法案。 

許多立法者對 TikTok 是否能保證美國用戶的資料安全保持懷疑，因認為中國

政府可以迫使字節跳動交出資料。TikTok 對此表示，不會將美國用戶資料儲

存在中國，也不會將此類資料交給中國政府。但立法者的懷疑一直存在，最

近 BuzzFeed 新聞的一篇報導再次引發了懷疑，該報導發現中國的字節跳動

員工，能夠存取非公開的美國用戶資料。當時 TikTok 的一位發言人表示，

TikTok 一直在努力驗證其安全標準，包括通過獨立的第三方測試。 

然而在此篇文章發表前不久，TikTok 發布一篇部落格文章，宣布通過與甲骨

文（Oracle）的合作，更改美國用戶資料的儲存位置，以便 100%的美國用

戶資料儲存於甲骨文雲端基礎架構。 

字節跳動表示，目前仍然使用美國和新加坡資料中心進行備份，但希望能刪

除目前儲存在自有伺服器的美國用戶私人資料，將資料完全轉向位於美國的 

Oracle 雲端伺服器。 

相關連結： 

Lauren Feiner(2022). Chinese TikTok owner increased U.S. lobbying 

spending by 130% this quarter. CNBC. 

檢自： 

https://www.cnbc.com/2022/07/21/chinese-tiktok-owner-bytedance-

increased-us-lobbying-spend-by-130percent.html (Aug. 0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Tiktok 字樣與圖示	

	

#147 俄羅斯支持的烏克蘭分裂份子封鎖 Google 搜索引擎 

標題 俄羅斯支持的烏克蘭分裂份子封鎖 Google 搜索引擎 

Tags 國際瞭望, 俄烏戰爭, 政策, Google, Meta 

引言 
在烏克蘭東部分離地區，由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領導人，以「虛假資訊」

為由封鎖了搜尋引擎谷歌（Google）的存取。 



302 
	

摘要 

字

數： 

467	

	
自封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DPR）負責人的丹

尼斯·普希林（Denis Pushilin），在他 Telegram 頻道釋出的一條資訊中指責

Google 針對宣揚「俄羅斯人的暴力」，並表示應歸咎於美國政府的「操控

者」。 

普林希表示，如果 Google 停止推行「有罪的」政策，回到法律、道德和常

識的主流，其工作將不會有任何障礙。不過，他沒有提供證據來支援他的主

張，Google 也沒有立即回覆請求。 

自 2 月 24 日派兵進入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及其在烏克蘭東部的代理人指責西

方公司散佈反俄宣傳，對衝突採取片面立場。在法院認定 Facebook 所有者

Meta 犯有「極端主義活動罪」後，俄羅斯於 3 月禁止了 Facebook 和

Instagram，而莫斯科早已因 Facebook 限制了俄羅斯媒體對該平台的存取而

禁止全國使用 Facebook。 

DPR 和分離的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LPR）也

緊隨其後，封鎖了 Facebook 和 Instagram，與俄羅斯在美國社交網路上的

政策保持一致。 

相關連結： 

Guy Faulconbridge(2022). Russian-backed separatists in Ukraine block 

Google search engine.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n-backed-separatists-

ukraine-block-google-search-engine-2022-07-22/ (Aug. 0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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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搜尋引擎	

	

#148 FTC 希望更新其關於防止數位欺騙的指引 

標題 FTC 希望更新其關於防止數位欺騙的指引 

Tags 國際瞭望,  消費者保護, 政策, 黑暗模式 

引言 
由於企業不當地援引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的「商業指引」來為詐騙行為辯

護，因此 FTC 針對「黑暗模式」和「詐騙策略」的修訂徵求公眾意見。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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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FTC 的商業指引「.com 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進行有效揭露」於 2013 年

3 月首次發布，為企業提供數位廣告和銷售方面的指導。隨著數位詐騙行為的

日益複雜化，一些公司不當地引用指引來證明誤導線上消費者的行為是合理

的。例如，一些公司聲稱，他們可以將公開揭露資訊藏在連結後面來避免聯

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規定的責任。因此，聯

邦貿易委員會正在徵求現代化的公眾意見來更新指南，以明確表達網路上的

詭計和陷阱是不能被容忍的。 

聯邦貿易委員會在徵求公眾對可能的修訂的意見中，對消費者、聯邦貿易委

員會的執法夥伴和其他被認為應該解決的技術和法律問題感興趣，正在徵求

意見的問題包括： 

● 在社交媒體上使用贊助和廣告。 

● 嵌入在遊戲和虛擬實境中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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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站、應用程式、數位廣告中，使用「黑暗模式」（dark patterns）

或操縱性的使用者介面設計。 

● 目前的指引是否充分解決了應用程式的廣告問題。 

● 是否需要額外的指南來反映電子商務和聯盟行銷所涉及的多方銷售安

排。 

● 如何加強使用超連結的引導，以更好地保護消費者。 

● 當消費者必須瀏覽多個網頁才能了解線上資訊揭露時，這樣的呈現方

式是否合理。 

公眾意見將持續徵求到 2022 年 8 月 2 日，這是聯邦貿易委員會為解決「黑

暗模式和數位詐騙」而採取的一系列政策之一，其他政策包括發佈點擊以取

消政策，用新工具調查黑暗模式，以及加強打擊虛假和操縱評論的廣告準

則。 

相關連結： 

FTC(2022). FTC Looks to Modernize Its Guidance on Preventing Digital 

Deception. FTC. 

檢自：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2/06/ftc-

looks-modernize-its-guidance-preventing-digital-deception (Aug. 0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鍵盤上有著 FAKE 字樣，並標註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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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週期：2022/8/8-8/13 

#149 光纖網路向前發展，但全球固網寬頻在 2022 年第一季度顯示出不同程度

的增長 

標題 
光纖網路向前發展，但全球固網寬頻在 2022 年第一季度顯示出不同程度的增

長 

Tags 國際瞭望,  寬頻, 光纖, FTTH 

引言 
Point Topic 的報告發現，隨著 FTTH 的加速，90%覆蓋地區的固定寬頻使用

者數量有所增加。 

摘要 

字數: 

823	

	

全球固定寬頻市場從以銅線為主走向以光纖為主繼而快速發展，根據 Point 

Topic 全球寬頻使用者 2022 年第一季度的報告，總體使用者增長率為

1.7%，連線數量達到 13 億，與 2021 年第四季度相似的是，增長率略低於一

年前的相應季度。儘管整體並沒有很明顯得增長，但光纖到府（Fiber To The 

Home，FTTH）的網路需求比例激增。隨著固定寬頻訂閱總量的持續增長，

FTTH 在固定寬頻訂閱用戶總數中的比例持續增加，達到 58%，與 2021 年第

四季度相比略低於一個百分點。 緊隨其後的是高速和超高速有線寬頻連接，

增長了 17%。 

因為其他網路技術漸漸被光纖取代而失去了市場份額。 2022 年第一季度至

2021 年第四季度，銅線數量下降了 9.85%，而 FTTH增加了 13.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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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電纜和銅基合物分別佔 17%和 10%的比例。 FTTx 數據中，雖

然超高速數位用戶迴路（VDSL）的使用者數量在一些國家仍有增長，但隨著

光纖的扎根，它們的使用者數量也在 16 個市場下降。 

 

從地理上看，Point Topic 發現 13 個國家的固定寬頻訂閱量有所下降。 這些

主要出現在寬頻滲透率高的飽和市場或以行動寬頻為主要網路連接方式的市

場。 2022 年第一季度，所有最大的 20 個寬頻市場都增加了固定寬頻使用

者。 與上一季度相比，印度、越南、巴西和土耳其增長率雖仍高於 1%，但

增長速度明顯放緩。 

東亞維持固定寬頻連線最大的區域市場比例，為 48%。 資料顯示，與 2021

年第四季度相比，北美州、美洲其他地區、東歐、歐洲和其他和大洋洲的市

場份額下降，而非洲、東亞和亞洲其他的市場比例有所上升——儘管所有地

區的變化均小於一個百分點。由於中國在市場規模上主導東亞，這一區域復

甦主要歸因於 2022 年第一季度寬頻使用者淨增長率的大幅增加。此外， 

Point Topic 表示，亞洲其他地區的新增用戶比從 25%下降到 11%。特別一

提的是，2022 年第一季度，由於烏克蘭固定寬頻使用者季度大幅下降，東歐

的淨增長為負值。 

相關連結： 

Joe O’Halloran(2022). Fibre forges ahead but global fixed broadband 

shows varied growth in Q1 2022.computerweekly.com 

檢自： 

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news/252523320/Fibre-forges-

ahead-but-global-fixed-broadband-shows-varied-growth-in-Q1-2022 

(Aug. 0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有上升也有下跌	

	

#150 從 ICANN74 望向 ICANN75 進行準備 

標題 從 ICANN74 望向 ICANN75 進行準備 

Tags 國際瞭望, ICANN74, ccNSO, M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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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CANN74 是 Covid-19 疫情以來的第一次混合會議，會議計劃委員會在線上

向與會者進行了滿意度調查以利未來 ccNSO 會議的舉辦，其目標是確保

ccNSO 議程滿足 ccTLD 所有社群的期望。 

摘要 

字

數： 

763	

	

ICANN74 會議，國碼域名支援組織（Country Code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ccNSO）委員會為會議計劃委員會（Meetings Programme 

Committee，MPC）任命新領導階層。Everton Rodrigues 接替 Barbara 

Povse 擔任 MPC 主席，而 Guðrun Poulsen 繼續擔任副主席。 

回顧 ICANN74 

評估 ICANN74 為期四天政策論壇中關於 ccNSO 成員會議和 ccNSO 會議的

社群回饋，是新領導階層與 MPC 成員的首批行動。ICANN74 是 Covid-19

疫情以來的第一次混合式會議，MPC 線上向與會者進行了滿意度調查，內容

包括覺得會議有所不足的地方以及感興趣的議題。 

與會者對會議總體表現感到滿意，對於會議內容表示讚賞，包括整體會議流

程和混合方式舉辦的會議體驗，建議中也提出了混合方式的侷限性和需要改

進的方向。MPC 表示這些建議很有價值，能幫助未來 ccNSO 成員會議的舉

辦，其目標是確保 ccNSO 議程滿足 ccTLD 所有社群的期望。MPC 正在籌辦

在 ICANN75 會後開放評價，讓所有感興趣的人都能參與。 

更詳細的 ICANN74 滿意度調查結果請參閱連結。 

為 ICANN75 準備 

MPC 目前正在為 9 月 17 日至 22 日於吉隆坡舉行的 ICANN75 年度大會準備 

ccNSO計劃。ICANN75可能討論的主題包括關於 ccNSO 在全球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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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Acceptance，UA）的作用、關於 ccNSO 政策制定，討論地理

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立法以及對 ccTLD 的影響。此外，作為 

ICANN 會議議程 MPC 宣布過去最受歡迎的 ccTLD News Session 將會回

歸。有關 ICANN75 會議的詳細資訊會在 ccNSO 工作區提供。請持續關注

ccNSO公告。 

相關連結： 

ICANN ccNSO(2022). Looking back at ICANN74, Preparing for ICANN75. 

ICANN ccNSO. 

檢自： 

https://ccnso.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1jul22-

en.htm (Aug. 0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為會議做安排與準備	

	

#151 .gw ccTLD 管理機構加入 ccNSO 成為最新成員 

標題 .gw ccTLD 管理機構加入 ccNSO 成為最新成員 

Tags 國際瞭望, ccTLD, ccNSO, ICANN, IANA 

引言 

國家代碼名稱支援組織理事會（ccNSO council）批准.gw（幾內亞比索）的

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註冊管理機構「幾內亞比索國家資訊和通訊技術管制

局」成為最新的 ccNSO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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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1,042	

	

國家代碼名稱支援組織理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country code Names 

Supporting Organisation，ccNSO）批准.gw（幾內亞比索）的國家和地區

頂級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ccTLD）註冊管理機構「幾內

亞比索國家資訊和通訊技術管制局（Autoridade Reguladora Nacional - 

Tecnologias de Informação e Comunicação da Guiné-Bissau）」成為最新

的 ccNSO 成員。 

ccNSO 是 ICANN 中有關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ccTLD）全球性問題的政策

制定機構，目前有 172 名成員。根據 ICANN章程，ccNSO 成員資格僅限於

ccTLD 管理者（最初是發起組織），即 IANA TLD 授權記錄中列為 ccTLD 管理

者的實體。 

.gw 重要紀事 

ICANN 在 2007 年將.gw頂級域名授權給指定管理機構比索大學資訊與媒體

基金會（Fundação IT & MEDIA Universidade de Bissao）。在管理的兩年

中，ICANN 的網際網路號碼分配機構（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ANA）收到了來自社群的多份報告，稱無法聯繫到.gw 的管理聯

絡人和發起組織。 

2010 年，幾內亞比索最高法院宣布比索大學資訊與媒體基金會不存在，從那

時起，許多申請人提交了不成功的重新授權請求。2012 年，幾內亞比索議會

批准了第 7/2012 號法令，授權幾內亞比索資訊與通訊技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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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idade Reguladora Nacional das Tecnologias de Informação e 

Comunicação da Guiné Bissau，ARN）領導和管理 .gw頂級域名。一個月

後，負責管理.pt（葡萄牙）頂級域名的私營非營利組織國家科學工程基金會

（Fundacao para a Computacao Cientifica Nacional，FCCN）與 ARN簽

署了一項協議。該協議規定了雙方之間的合作條款以及 FCCN 將向 ARN提供

的支援。FCCN同意利用管理葡萄牙國碼頂級域名的經驗，為 ARN 管理.gw

域名提供技術支援。ARN 的目標是最終實現完全自治。 

2013 年 1 月，ARN 開始向 ICANN提出重新授權.gw頂級域名的請求。

2013 年 8 月，.pt 頂級域名重新授權給 DNS.PT 協會。DNS.PT 協會繼承了

之前 FCCN承擔的職責，包括與 ARN 在.gw域名上的合作。 

相關連結： 

ICANN ccNSO(2022). The .gw ccTLD Manager joins as newest member of 

the ccNSO. ICANN ccNSO.  

檢自： 

https://ccnso.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26jul22-

en.htm (Aug. 08, 2022) 

https://www.iana.org/reports/2007/gw-report-12apr2007.html (Aug. 08, 

2022) 

https://www.iana.org/reports/2014/gw-report-20140603.html (Aug. 0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成為其中一員	

	

#152 介紹 QUIC 的背景與使用情形 

標題 介紹QUIC 的背景與使用情形 

Tags 國際瞭望, QUIC, TCP, UDP, 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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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快速 UDP 網路連結(QUIC)是以使用者封包通訊協定（UDP）來取代傳輸控制

通訊協定（TCP）以在傳輸層安全性協定（TLS）上串流。 

摘要 

字

數： 

1,395	

	

快速 UDP 網路連結（Quick UDP Internet Connection，QUIC）在 2021 年

5 月於網際網路工程工作小組（IETF）的 RFC 9000  中標準化。然而 QUIC

並不完全是一個最近才出現的協定，最初是在 2012 年由 Google 所開發與

部署的網路協議，且該協議的初始公開版本在 2013 年 8 月發布的 

Chromium 29 版本中已出現。QUIC 是一種以使用者封包通訊協定（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來取代傳輸控制通訊協定（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並不是從根本上改變流控制過程（flow control 

procedures），而是通過改變傳輸功能在終端主機內實現的位置，從而改變可

控制該功能的對象。 

目前 IP 的 TCP 協議已經實現操作系統功能，應用程式通過一個介面與 TCP

交換，如此一來該介面實現開/關和讀/寫的基本 I/O 功能。資料流程完整性和

流程控制的細節基本上對應用程式是隱藏的，此得應用程序變為簡單，但這

種簡單也伴隨著一些問題。 

在基於 Web 的服務方面 TCP 有其問題，如今，大多數網頁都不是簡單的一

項整體，通常包含許多單獨的物件，包括圖像、自定義框架、樣式表等，每

一個物件都是單獨的，如果使用的是原始的 HTTP瀏覽器，則每個物件都將

在新的 TCP 會話中讀取，即使是從相同的 IP 位址所提供的服務。因此為組

合 Web 資源中對每個不同 Web 物件設置新的 TCP 會話和新的傳輸層安

全性協定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 標頭，所需資源成本可能變得相

當大，重新利用已建立的 TLS 會話，藉由同一服務器多次提取資料的作法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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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壓倒的誘人。 

在已發起的單一 TCP 會話中使用多工傳輸（multiplexing）傳輸數據的方法

會產生問題。跨單獨會話進行多工傳輸多重邏輯資料，可能會造成串流處理

器之間相互依賴，並造成多路數據流隊頭阻塞（head of line blocking）延

遲，整列的封包會阻塞在同一 TCP 會話中。使用多工傳輸來傳輸多重邏輯資

料，能達到端到端傳輸，在安全和控制速率方面是有意義，但 TCP 實現的方

式卻不理想。如果想透過在網路協定中引入平行行為達到一致性，藉此提高

效率，就必須超越目前 TCP 的處理方式。 

不過，有些應用程式或服務平台雖然希望改變 TCP傳輸方式，但考量成本和

收益的問題後就會卻步。對於這些需要轉換傳輸方式的平台來說，這樣大費

周章的變動沒有吸引力。 

如果能直接透過應用程式控制傳輸服務，就可以直接看到成果。用戶資料包

協定（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這時就發揮了作用，UDP 是一種夾

層（shim）協定，將應用程式資料放在 IP封包傳送出去，實現端到端傳輸，

搭配本身擁有的酬載並加載資料擁塞控制結合為 UDP酬載。如此，應用程式

就完全控制了傳輸協定，並且可以根據需要，自定義傳輸協定的行為，不需

等待第三方。 

QUIC摘要 

QUIC 是端到端傳輸協定的實現，使用 UDP 協定作為基礎(圖一)，結合 TCP

的可靠性和控制功能，將其與 TLS 的會話加密功能相結合，增加了多重串流

更彈性的版本，還增加了對位址的敏捷性支援，以承受多種網路位址轉換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NAT）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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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HTTP 架構中 TCP 和 QUIC 的比較 

未來將持續探討「認識 QUIC」系列，本系列共五篇。(1/5) 

相關連結： 

Geoff Huston(2022). A look at QUIC use. APNIC. 

檢自： 

https://blog.apnic.net/2022/07/11/a-look-at-quic-use/ (Aug. 08, 2022) 

Photo created by APNIC 

圖片說明(中文）：QUIC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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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週期：2022/8/15-8/20 

#153 北美洲原住民網路連接高峰會將於 10 月舉行-遷移到新家 

標題 北美洲原住民網路連接高峰會將於 10 月舉行-遷移到新家 

Tags 國際瞭望, 原住民, ICI, ICS, 頻段, 寬頻 

引言 
新成立的原住民網路連接協會，將於加拿大舉行原住民網路連接高峰會，此

次完全由社群舉辦與推動，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摘要 

字

數: 

983 

 

新成立的原住民網路連接協會（Indigenous Connectivity Institute，ICI），

將於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加拿大緬尼托巴省溫尼伯市舉行原住民網

路連接高峰會（Indigenous Connectivity Summit，ICS），完全由社群舉辦

與推動，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ICS 是一年一度的活動，將原住民社群和領導人、網路營運商、研究人員和決

策者聚集在一起，其共同目標是：使原住民社群連接到快速、可負擔和永續

的網際網路。 

成立五年以來的影響 



315 
	

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在 2017 年舉辦了首屆 ICS，至今已經發

展為一強大的倡導社群，專注於尋找和建立可行的解決方案，以改善北美洲

各地原住民社群的網路通道。 

多年來的努力，帶來巨大的影響： 

• 部署新的社區網路，比如：夏威夷 Pu 'uhonua o Waimanalo。 

• 新的社區網路培訓機會，比如：部落寬頻訓練營。 

• 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設立部落優先窗口（Tribal Priority 

Window）為原住民部落配置頻段。 

一個由社群主導的活動 

今年，原住民網路連接高峰會由原住民網路連接協會舉辦，這一倡議運動將

會變得更加熱烈。網際網路協會實現了一個重大成就：創建一個真正由社群

主導的活動。 

ICI 的創立宗旨是為原住民成員建立數位公平，支持他們的需要、知識和財政

資源。由美國和加拿大原住民網路連線倡導諮詢委員會領導，成員包含許多

過去 ICS 的參與者。 

合作、發展和政策倡導的獨特機會 

在加拿大，只有 31.3%的原住民家庭在 2018 年達到聯邦政府設定的網速目

標 50/10Mbps。北部地區的形勢更加嚴峻，他們在獲取網路資訊方面面臨著

巨大的地理障礙，某些地區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網速在 5Mbps 以上。 

根據 2016 年美國社群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國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

民家庭沒有寬頻上網服務。 

ICS 為與會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挑戰機會，由社群主導討論，制定出務實可行

的建議和解決方案。除了一系列的演講和小組討論外，與會者也舉辦了研討

會，為未來的宣傳工作提供政策建議。 

與往年一樣，本屆 ICS 還將在會議前提供培訓機會。包括關於如何打造永續

發展和營運社區網路技術，以及介紹寬頻政策、倡導和資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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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會議 

ICS 向任何關心北美原住民社群網路的人開放，是他們快速、可負擔和永續的

網際網路。註冊後將在活動開始時收到提醒。 

相關連結： 

Natalie Campbell(2022). Indigenous Connectivity Summit to Take Place 

this October—Transitioning to a New Home. Internet Society. 

檢自： 

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blog/2022/08/indigenous-

connectivity-summit-to-take-place-this-october-transitioning-to-a-

new-home/ (Aug. 1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印有原住民傳統圖騰的圖 

 

#154 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就 Google 應用支付問題對開發者進行詢問 

標題 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就 Google 應用支付問題對開發者進行詢問 

Tags 國際瞭望, 歐盟, 法律, 反壟斷, Google 

引言 
知情人士透露，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在上個月傳送調查問卷給程式開發人

員，詢問 Google 的應用程式支付系統，是否對他們的業務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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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表示，如果開發人員不使用其計費系統，從今年 6 月開始，該應用程

式將會從 Google 應用程式商店中被刪除。 

上個月，Google 表示，非遊戲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可以轉向競爭對手的支付系

統，費用從原本的 15%降為為 12%，此舉適用於歐洲使用者，以遵守明年生

效的歐盟規則。Google 和 Apple 在行動應用程式商店收取的費用過高，每

年總共花費開發人員數十億美元，這表明兩家公司的壟斷力。 

知情人士透露，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在上個月傳送調查問卷給開發人員，詢

問 Google 的應用程式支付系統，是否損害了他們的業務。 

在檔調查問卷的 16 個問題中，受訪者被問及 Google 今年的政策變化是否影

響了他們的商品或服務在 Google 應用商店的分潤？有哪些應用受到影響？

以及是否影響了他們在安卓設備上吸引使用者的能力？ 

監管機構想知道這一變化是否迫使開發人員放棄其他支付選項，轉而使用

Google 帳單，以及將使用者遷移到另一個付款選項是否影響了先前存在的使

用者數量和開發人員對資料的存取。 

開發人員還被問及，如果他們可以選擇其他支付系統，他們是否相信自己可

以提供更好的服務或產品。 

歐盟競爭執法者還想知道，Google 是否允許他們使用替代性支付系統，是否

藉此收取服務費，或者對對其他支付方式的安全性提出懷疑。 應用程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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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也被問及數位支付巨頭 Stripe、荷蘭支付系統 Adyen 和 PayPal 旗下的

Braintree 是否被視為替代支付系統。 

相關連結： 

Foo Yun Chee(2022). EU antitrust regulators quiz developers on Google 

app payments.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eu-antitrust-regulators-quiz-

developers-google-app-payments-sources-2022-08-04/ (Aug. 1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黃底背景上放有 Google 圖示 

 

#155 ICANN 在 SubPro ODP 和 WHOIS 揭露系統設計計劃方面取得進展 

標題 ICANN 在 SubPro ODP 和 WHOIS 揭露系統設計計劃方面取得進展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SubPro ODP, WHOIS 

引言 

近期在荷蘭海牙舉行的 ICANN 74 論壇，討論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

後續流程（SubPro）營運設計階段（ODP）對通用頂級域名支持組織

（GNSO）理事會提供政策建議，以及關於新 gTLD 後續程序政策制定流程

的最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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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荷蘭海牙舉行的 ICANN 74 論壇，討論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g，TLD）後續流程（ Subsequent 

Procedures，SubPro）營運設計階段（Operational Design Phase，

ODP）對通用頂級域名支持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GNSO）理事會提供政策建議，以及關於新 gTLD 後續程序

政策制定流程的最終報告。 

在 ICANN 74 關於 SubPro ODP 的討論涉及 ICANN 組織應 GNSO 委員會

的要求，持續探索的一個新項目—文件概述用於揭露 WHOIS 資料的系統設

計。自 ICANN 74 會議以來，SubPro ODP 團隊繼續分析政策建議、營運設

計和估算，作為提供營運設計評估（Operational Design Assessment，

ODA）所需要的資訊。。 

WHOIS 揭露系統項目遵循組織的工作與 ICANN組織關於非公共 gTLD 註冊

資料的標準化存取/揭露系統（System for Standardized Access/Disclosure 

to Nonpublic Registration Data，SSAD）的 ODP。該設計文件目的為回應 

GNSO 委員會團隊的要求，該團隊審查 SSAD 運營設計評估，並建議設計一

個更簡單的系統，以供董事會考慮 SSAD 的政策建議。 

由於這兩個項目都對 ICANN 資源的需求重大，目前多數成員專注於 SubPro 

ODP，其於人將需要分配一段時間來撰寫 WHOIS 揭露系統設計文件。因

此，ICANN建立時間表，目標在 2022 年 12 月 12 日之前交付 ODA。

必要時，在時間表中增加對董事會及社群的進度更新。雖然為了提高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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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ICANN 正在分享對 WHOIS 揭露系統設計文件工作可能對 SubPro 

ODA 產生影響的最佳估計，但與此同時 ICANN同時推進ODA，並積極尋

求簡化流程的方法。並根據授權 SubPro ODP 的董事會決議，依據工作進度

更新 ODA 的預期時間。 

相關連結： 

Eleeza Agopian and Karen Lentz(2022). ICANN Moves Ahead on SubPro 

ODP and WHOIS Disclosure System Design Initiatives.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moves-ahead-on-

subpro-odp-and-whois-disclosure-system-design-initiatives-14-07-

2022-en (Aug. 1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持續取得進展達到目標 

 

#156 QUIC 連結識別元與多串流支持 

標題 QUIC 連結識別元與多串流支持 

Tags 國際瞭望, HIP, HTTP, TLS, NAT 

引言 關於網路位址轉換遍歷，QUIC 使用連結識別元，每個端點都會生成連接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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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連結識別元 

關於網路位址轉換(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NAT)遍歷，QUIC 使用連

結識別元(connection identifiers，連接 ID)，每個端點都會生成連接 ID，這些

連接 ID 允許接收到具有連接 ID 的資料包路由到使用該連接 ID 的過程。在

QUIC 版本協商過程中，連接 ID 會被交換，此後每個發送的 QUIC 資料包都

包含遠程的當前連接 ID。 

這種與端點連接身分的方式與 QUIC 使用當前 IP 位址和連接埠之間的語意區

別形式，類似於主機標識協議 ( Host Identity Protocol ，HIP)。QUIC 的恆

定端點標識符允許在端點 IP 位址和端口的變化中儲存。如果傳入的 QUIC 資

料包使用相同的連接 ID，則可將其識別為現有的一部分，即使來源 IP 位址和

以使用者封包通訊協定（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連接埠可能已更

改。 

QUIC 多流支持 

單個 QUIC 會話可支援多個配置文件，例如：雙向流將客戶端和服務器置於匹

配的上下文中，這是 HTTP/1 的請求與回應。期望客戶端使用服務器的雙向流，

然後在流中發出請求，該請求將從服務器生成匹配的回應。服務器可藉此向客

戶端推送雙向流，其中包含沒有初始請求的回應。若使用單向控制流支援控制

訊息，其中一方可以盡快將消息傳遞給另一方，而底層單向流用於支援控制流

的連接埠也因此暴露給應用程式。 

QUIC 不僅可以支援許多不同的串流配置文件，還可以在已發起的單一 QUIC

會話中端到端進行傳輸，支持不同的串流配置文件。雖然這不是新技術，在

HTTP/2 協定就添加了多工傳輸和串流訊框（Stream Frames），以便在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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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料流上承載多個資料。但是，HTTP/2 使用的單一 TCP傳輸，可能會遇到

隊頭阻塞問題，如果其中一個數據流停止傳輸，那麼所有排列的數據流都可能

會受到影響並且停止。 

QUIC 使用一種略有不同的多工傳輸形式，每個數據流可以使用端到端狀態傳

輸，因此一個資料流如果停止傳輸，其他正在傳輸的資料流並不會受到影響。 

在 HTTP/2 中兩個端點之間使用多工傳輸多個資料流，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減少

每個 TCP 會話設置 TLS 安全關聯（security association）的間接費用。還有

一個主要問題，當各串流都發送一個小物件時，TCP 和 TLS 同時交握會佔據總

下載時間和數據量，影響傳輸效能。 

QUIC 將安全關聯以 UDP 實現端到端資料串流，因此各個串流可以以非常輕

量級的方式啟動，因為這些串流實質上已經建立了安全會話。 

未來將持續探討「認識 QUIC」系列，本系列共五篇。(2/5) 

相關連結： 

Geoff Huston(2022). A look at QUIC use. APNIC. 

檢自： 

https://blog.apnic.net/2022/07/11/a-look-at-quic-use/ (Aug. 15, 2022) 

Photo created by APNIC 

圖片說明(中文）：QUIC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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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週期：2022/8/22-8/27 

#157 從 ICANN 重審和獨立審核流程中排除 ccTLD 政策相關事項 

標題 從 ICANN 重審和獨立審核流程中排除 ccTLD 政策相關事項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ccTLD, ccNSO 

引言 
ccNSO 理事會最近闡明了將 ccTLD 政策相關事項排除在 ICANN 的重審和獨

立審查流程之外的立場。 

摘要 

字數: 

 

ccNSO 理事會最近闡明了將 ccTLD 政策相關事項排除在 ICANN 的重審和獨

立審查流程之外的立場。理事會在 ICANN 法律部門就其所擬議的 ccTLD 淘汰

政策（ccPDP3-RET）提出問題後致函，旨在確保 ICANN董事會完成擬議淘汰

政策的審議過程。 

ccNSO 委員會認為，以下爭議和聲稱事項應排除在 ICANN 的重審流程以及針

對可疑行動（Covered Action）的獨立審核流程（Independent Review 

Process，IRP）之外： 

1. 與國家代碼頂級域名的授權、轉讓和撤銷有關的所有爭議和聲稱事

項，直到 ccPDP3-RM 和 ccPDP4-IDN 都結束。 

2. 擬議的國碼頂級域退場政策第 5.2 節中規定的與國家頂級域名退場相關

的問題，以及與國碼頂級域名退場相關的爭議或聲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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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166-1 旨在為國家、屬地、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建立國際認可的代碼，以

下列出與分配給 ISO 3166-1 中所列國家和地區的國家代碼相關授權的頂級域

的政策制定過程（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es，PDP）： 

1. ccPDP3-RET：根據《ICANN章程》附件 B 第 14 節，ccNSO關於國

家代碼頂級域停用的政策建議已提交 ICANN董事會審議和決定。此處閱讀更

多內容。 

2. ccPDP3-RM：ccPDP3 審查機制工作組的目標為報告並建議國家代碼

頂級域名的授權、轉移、撤銷和退出有關的審查政策。 

3. ccPDP4-IDN：ccPDP4-IDN 工作組定義了選擇與取消國際化國家及地

區頂級域名（IDN ccTLD）字串的標準和流程。 

4. ccNSO 理事會 2022 年 7 月 21 日第 185-04 號決議。 

相關連結： 

ICANN ccNSO(2022). Exclusion of ccTLD policy related matters from 

ICANN Reconsideration and Independent Review Processes. ICANN 

ccNSO. 

檢自： 

https://ccnso.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02aug22-

en.htm (Aug. 2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將資料進行整理 

	

#158 探索數位主權 

標題 探索數位主權 

Tags 國際瞭望, 數位主權, 網路主權, 網際網路主權 



325 
	

引言 

網際網路是由數百萬個單獨的網路組成，在日常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

用，許多國家和地區正在採取措施來維護其線上環境，此種趨勢越來越與

「數位主權」一詞聯繫在一起。 

摘要 

字

數： 

860 

 

 

網際網路是由數百萬個單獨的網路組成，在日常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人們使用網際網路能夠相互連接和交流。其開放的全球基礎設施旨在跨境無縫

工作，這種跨境流動是通過使用共同語言的機器和系統來促進的一組開放協

議。這種語言包括 TCP/IP 和 HTTP 等協議，允許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網際

網路用戶訪問和提供與任何地方之間的訊息和服務。 

許多國家和地區正在採取措施來維護其線上環境，這些政府實施旨在賦予自身

更多權力來控制網際網路和線上服務的某些部分如何在其境內運作的政策。此

種趨勢越來越與「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一詞聯繫在一起，也被稱

之為「網路主權」（cybersovereignty）、「技術主權」（tech sovereignty）

或「網際網路主權」（Internet sovereignty）。對網際網路無國界性質的主權

可能會影響其運作方式，以及對全球社會的有用性。 

探索數位主權是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的一項倡議，旨在揭示數位

主權對開放、安全、可信賴和全球連接的網際網路的潛在影響。目標為確定網

際網路協會在數位主權方面的立場，正在研究數位主權政策如何影響網際網路

的技術發展和演變。目前已經確定數位主權趨勢最為明顯的三個地區為非洲、

亞太地區和歐洲。協會通過研究國家法律、政策建議、戰略文件、公共政策相

關證據並在選定國家進行採訪，旨在找出：是什麼驅使政府維護數位主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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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實現何種政策目標、想採取什麼措施來實現這些目標。未來，協會將使用 IWN

框架（Internet Way of Networking）框架來分析，並評估此類政策是否以及

如何影響網際網路及其關鍵屬性。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研究表明，其在數位主權概念的構思方式上存在細微差別。

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定義。但是，有一些常見的方法不一定與其他國家政策相

關。 下個月，將與社區分享研究論文的初稿，將幫助完成草案。年底前，向公

眾發布最終報告，涵蓋數位主權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展開方式，闡述網際網路協

會對數位主權的立場，並為未來的分析奠定基礎 IWN框架。 

相關連結： 

Sebastián Schonfeld(2022). Exploring Digital Sovereignty. 

InternetSociety. 

檢自： 

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blog/2022/08/exploring-digital-

sovereignty/ (Aug. 2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數位網路空間和資料網路連接 

	

#159 ICANN 將舉辦關於維護頂級域名健康的網路研討會 

標題 ICANN 將舉辦關於維護頂級域名健康的網路研討會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TLD, IANA, DNS 

引言 
ICANN 於 2022 年 8 月 24 日 18：00 UTC 舉行的網路研討會主題為維護頂

級域名（TLD）的運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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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負責協調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DNS）運行至關

重要的關鍵技術。頂級網域名稱（Top-level Domain，TLD）需要在技術和

操作層面上進行定期維護，此維護的部分內容使用最佳做法來操作 TLD 設置

的名稱伺服器，並更新 DNS 根域中與 TLD 關聯的資訊。 

在網路研討會期間，ICANN 的網際網路號碼分配機構（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團隊將討論在 DNS 根域中維護 TLD 運行狀

況的優良運營實踐。此討論包括：保持 IANA 最新記錄、如何規劃定期網域

名稱系統安全擴充（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

DNSSEC）金鑰滾動更新、如何提交更改請求，以及在 DNS 根域中的 TLD 更

改緊急時該怎麼做。 

此外，ICANN負責技術參與的副總裁 Adiel Akplogan 將提出一項名為

「DNS 和命名安全知識共用和實例化規範（Knowledge-Sharing and 

Instantiating Norms for DNS and Naming Security，KINDNS）」的新計

劃。通過與全球多語種技術專家社群合作，ICANN 正在透過 KINDNS 制定一

個清晰的 DNS 安全運營最佳實踐框架，旨在使網路安全、可靠和可互操作。

您可以訂閱 KINDNS 郵件清單以加入對話或發送電子郵件 kindns-

info@icann.org 以獲取更多資訊。 

這項工作是 2021 年 4 月推出的北美網路研討會系列的一部分。ICANN 的使

命是打造一個更強大的 DNS 生態系統。這反映在其 2021-2025 年戰略目標

中，該目標強調積極促進 DNS 生態系統安全性和相關最佳實踐，特別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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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DNS 的安全性以及採用全球開放標準和最佳實踐。 

請提前註冊以獲取有關如何參加網路研討會的詳細資訊。 

相關連結： 

ICANN(2022). ICANN to Host Webinar on Maintaining Top-Level Domain 

Health.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details/icann-to-host-

webinar-on-maintaining-top-level-domain-health-11-08-2022-en (Aug. 

22, 2022) 

Photo created by ICANN 

圖片說明(中文)：醫療方面連接著網際網路 

	

#160 QUIC 加密機制與測量的使用配置 

標題 QUIC加密機制與測量的使用配置 

Tags 國際瞭望, HTTPS, TCP, ACK, MTU, IP 分片 

引言 

QUIC 使用端點到端點進行加密，這種加密是在使用者封包通訊協定（UDP）

有效負載上執行，因此一旦在傳輸層安全性協定（TLS）握手完成，後續的 

QUIC 資料包交換次數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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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加密 

QUIC 使用端點到端點進行加密，這種加密是在使用者封包通訊協定（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有效負載上執行，因此一旦在傳輸層安全性協

定（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握手完成，後續的 QUIC 封包交換次

數極少。 

使用 QUIC 會暴露的是公共旗標，QUIC 封包的初始部分由連結識別元

(connection identifiers，連接 ID)組成，允許接收方將封包與端點相接聯，

而無需解密整個封包，QUIC 的版本也是公共旗標集的一部分，用於初始

QUIC 會話建立，過後可省略。QUIC 封包的其餘部分是私有旗標和有效負

載，這些是加密的，竊取者無法直接看到。此私有部分包括封包序列，其用

於檢測重複和丟失的封包，包括所有流控制參數。 

此部分也是傳輸控制通訊協定（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和

QUIC 之間的關鍵區別。使用 TCP 協議控制是明確的，因此網路元素將能夠

檢查端口位址以及連接流狀態。連接一系列的 TCP 資料包，即使只查看連接

同一個方向流動的封包，也允許網路元素推斷往返時間和資料傳輸速率。與

網路位址轉換(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NAT)相同，對 ACK 流的操

作將允許網路元素對連接施加限制，並以對兩個端點都不可見的方式降低傳

輸速率。 

QUIC 與 IP 分片 

QUIC 的封包不能被分片。而不被分片的方法是將含有 Client Hello 的封包填

充到最大的大小，一旦最大封包被分段，就不會完成初始的交握，QUIC 允許

的最小封包長度為 1,200 位元組。如果端點已通過路徑 MTU 探索（Path 

MTU Discovery）過程確認可行性，則允許端點使用更大的封包。 

測量 QUIC 的配置 

現在讓我們衡量當今網際網路中 QUIC（和 HTTP/3）使用狀況。我們使用

APNIC labs 的測量平台，嵌入在網站廣告的腳本中，廣告腳本能將用戶導向

許多統一資源定位器（Uniform Resource Locator，URL），並且允許從服務

端動作中測量出客戶端的能力和行為。測量方式為客戶端加載一個 URL，其

最小為 1×1 像素的斑點。每個測量用的 URL 域名都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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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測量 QUIC，採取了以下步驟： 

● 使用支援 QUIC 的伺服器 nginx v1.12.7。 

● 使用的 URL 域名是已定義超級文字傳輸安全協定（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HTTPS）DNS 資源紀錄（Resource Record）的應用層協

定協商值（Application-Layer Protocol Negotiation，ALPN）為

alpn="h3"。 

●  使用了二次請求的替代服務指令：Alt-Svc: h3=":443"。指示主機在

UDP端口 443 提供HTTP/3 服務，使客戶端使用HTTP/3 進行後續檢索。 

通常替代服務（Alternative Service，Alt-Svc）指令是無效的。因為每個客

戶端將廣告作為單個事件接收，且腳本指示每個廣告只加載一次，因此客戶

端不會執行第二次加載 URL 的指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變更腳本，指示客

戶端等待兩秒鐘，然後重複加載此 URL。假定此延遲足以讓客戶端實行 Alt-

Svc 指令。我們執行此重複 URL 的時間，佔實驗中的五分之一。 

未來將持續探討「認識 QUIC」系列，本系列共五篇。(3/5) 

相關連結： 

Geoff Huston(2022). A look at QUIC use. APNIC. 

檢自： 

https://blog.apnic.net/2022/07/11/a-look-at-quic-use/ (Aug. 22, 2022) 

Photo created by APNIC 

圖片說明(中文）：QUIC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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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週期：2022/8/29-9/3 

#161 VLC 表示印度網路供應商封鎖網站對用戶構成威脅 

標題 VLC表示印度網路供應商封鎖網站對用戶構成威脅 

Tags 國際瞭望, VCL, 印度網際網路, VideoLan 

引言 

VLC 多媒體播放器（VLC media player）的開發商 VideoLan 表示，印度電

信營運商自今年 2 月以來一直在封鎖 VideoLan 網站，此舉可能會影響這家

非營利組織最大市場的一些用戶。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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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C 多媒體播放器（VLC media player）的開發商 VideoLan 表示，印度電信

營運商自今年 2 月以來一直在封鎖其網站，此舉可能會影響這家非營利組織最

大市場的一些用戶。 

VideoLan 的總裁兼首席開發人員 Jean-Baptiste Kempf 表示，大多數的主要

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正在使用各種技術禁

止使用者存取該網站。電信營運商於今年 2 月 13 日開始封鎖 VideoLan 網站，

導致當時該網站的南亞市場流量下降 80%。目前印度佔全球所有 VLC 用戶的

10%，由於印度的封鎖，網站的流量整體下降 20%。 

印度電信營運商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封鎖 VideoLan 網站，但有人推測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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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今 年初資 安公司提出 的 安 全警告 有些誤解。 資 安公司賽門鐵克

（Symantec）於今年 4 月的報告中表示，與中國政府有聯繫的駭客組織

Cicada 正在利用 VLC 多媒體播放器以及其他幾個應用程式的漏洞來遠端存取

受害者的電腦。Kempf 對其表示，沒有任何印度政府機構聯繫過其組織，封鎖

很可能是對中國資安問題的誤解。 

VLC 在全球的下載量超過 35 億次，是一種多媒體播放器，絕大多數功能不需

要網際網路或需在線上連接任何特定服務，並不會影響 VLC 的現有安裝基礎。

用戶還可以繼續接收來自鏡像網站(mirror websites)和應用商店的更新。 

總部位於新德里倡導隱私權的自由基金會( Internet Freedom Foundation)在

一條推文中表示，阻止對 VideoLan 網站存取並沒有任何公開揭露的理由。 

相關連結： 

Manish Singh(2022). VLC says India internet providers blocking site poses 

threat to users. TechCrunch.  

檢自： 

https://techcrunch.com/2022/08/17/vlc-india/amp/ (Aug. 2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粉色背景加上三個三角錐，廠商 VLC Logo 即為三角錐。 

	

#162 Google 在數個月內阻止了第三次破新紀錄的 DDoS 攻擊 

標題 Google 在數個月內阻止了第三次破新紀錄的 DDoS 攻擊 

Tags 國際瞭望, DDoS, 網路攻擊 

引言 每秒 4600 萬次請求的網路洪流來襲，攻擊與去年相比增加了 2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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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攻擊的意思為，攻擊者對網路資源傳送過量資料。基於 HTTPS 的阻斷服

務攻擊（distributed-denial-of-service，DDoS）攻擊，是將 DDos 控制軟

體侵入許多網路上的系統，然後透過這些系統去感染其它系統。通過這些代

理，攻擊者將傳送指令給 DDos 控制軟體，系統會控制下面的代理系統，針

對某個 IP 位址傳送大量假冒的網路流量。因此，受攻擊者的網路將被這些假

的流量占據，無法為他們的正常用戶提供服務。 

Google 表示，它在 6 月份阻止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 DDoS 攻擊，其峰值

為每秒 4600 萬次請求。這已經是過去幾個月中第三次破紀錄的 DDoS 洪

流，而且 Google 和其他安全研究人員警告，網路洪水攻擊事件正在變得越

來越嚴重，規模和頻率都在增加。 

正如Google 員工（Googlers）Emil Kiner 和 Satya Konduru 所解釋的那

樣：「這就像在短短 10 秒內收到對維基百科（世界上十大流量網站之一）一

日的所有請求。」這些類型的安全事件使目標組織的網路充斥著垃圾流量，

使得他們無法在網上展開合法業務。 

Google 為 6 月 1 日發生的事情提供了時間表。攻擊開始於太平洋時區時間

9:45左右，每秒有超過 10,000 個請求（requests per second，rps）針對其

客戶的一個 HTTP(S)負載平衡器。僅僅 8 分鐘後，攻擊增長到 10 萬 rps。兩

分鐘後，它達到了 4600 萬 rps 的峰值。 

Google 表示，當時 Cloud Armor 的自適應保護服務（Adaptiv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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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已經檢測到攻擊，發出警報，並建議了一條規則阻止惡意特徵，客

戶已將其部署到其安全策略中。之後，攻擊開始減少，在太平洋時區時間

10:54 結束。 據推測，攻擊者可能認為沒有產生他們預期的影響，同時承擔

了執行攻擊的巨大費用。 

在對該事件的描述中，Googlers 指出了該攻擊的一些 「值得注意的特點」，

它與早些時候 Cloudflare 發動的 DDoS 洪流之間也有關聯，看起來是 Meris

攻擊的新階段。此外，與先前的破紀錄攻擊一樣，6 月 1 日的事件使用了

HTTPS 請求，而不是 HTTP。這些基於 HTTPS 的攻擊比 HTTP 的攻擊更昂

貴，因為建立一個安全的 TLS 連接要花費更多的計算資源。 

2022 年充斥 DDoS 攻擊 

這次攻擊是在今年年初以來 DDoS 攻擊數量大規模飆升的情況下發生的。安

全公司 Radware 發布的一份威脅分析報告中，記錄了 2022 年上半年，每個

客戶緩解這些流量事件的數量，與去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 203%，與 2021 年

的下半年相比猛增了 239%。。另外，2022 年 1 月至 6 月每個客戶每月平均

阻斷的流量達到 3.39TB，與 2021 年相比增加了 47%。 

在 4 月，卡巴斯基的報告稱，今年第一季度 DDoS 攻擊創下歷史新高，目標

攻擊數量增加 81%。此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隨之而來的網路攻擊，

在今年整體 DDoS 攻擊激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相關連結： 

Jessica Lyons Hardcastle(2022). Google blocks third record-breaking 

DDoS attack in as many months. TheRegister. 

檢自：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8/18/google_record_ddos/ (Aug. 

2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筆記型電腦遭受 DDoS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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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ICANN 宣布第 46 屆 KSK 儀式 

標題 ICANN 宣布第 46 屆 KSK 儀式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KSK 

引言 
ICANN宣佈，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後，恢復部分實體金鑰簽署（face-to-face 

key signing key ，KSK）儀式。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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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屆 KSK（key signing key）典禮已於 2022 年 8 月 17 日 20:00 UTC 在

加利福尼亞州埃爾塞貢多舉行。 ICANN 的金鑰簽署儀式為網路基礎設施提

供了重要的保障，使其安全並可供所有人使用。在活動中，ICANN 工作人員

取回根區 KSK，一種保護 DNS 的密鑰。該儀式將產生數個月的加密簽名，以

保護全球 DNS 的運作。該典禮旨在讓來自 ICANN不同社群的專家小組存取

KSK，他們被稱為可信任的社群代表，這些社區成員分佈在全球，以將風險降

到最低。 

DNS 是網際網路的通訊錄，全世界每天有超過 45 億人使用它來瀏覽網際網

路。 使用者可以使用 icann.org 等域名瀏覽網際網路、傳送電子郵件等，而

不是為每個網站或應用程式輸入複雜的數位位置。對於大多數使用者來說，

DNS 有助於他們更輕鬆地使用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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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 KSK儀式和儀式所簽署的域名系統安全擴充套件（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金鑰，DNS 將更不安全，導致網際

網路使用者更容易受到各種形式的安全攻擊。 

ICANN 於 2010 年開始公開 KSK儀式。在第一次公共活動中，ICANN邀請

志願者參加，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今天。 以這種方式舉行儀式，符合

ICANN對其流程保持公開和透明的原則和目標，這同時也使 ICANN能提供

給所有人受保護的 DNS。 

ICANN 決定在尚未完全自新冠肺炎對營運的影響恢復之前，會繼續監測疫情

及其相關風險。人們可以透過線上直播觀看第 46 屆 KSK典禮。有關 KSK典

禮以及如何在活動中加入 ICANN 的資訊，請點選此處。 

相關連結： 

ICANN(2022). ICANN Announces Face-to-Face 46th Key Ceremony.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details/icann-announces-

face-to-face-46th-key-ceremony-16-08-2022-en (Aug. 2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以黑色背景與金色顆粒點綴，表示重要儀式感 

 

#164 QUIC 的測量與資料封包大小 

標題 QUIC 的測量與資料封包大小 

Tags 國際瞭望, HTTPS, TCP, MTU, IP 分片 

引言 
測量了 QUIC 用戶使用數量，以及客戶端瀏覽器與裝置作業系統對 QUIC 佔

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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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 測量 

從 2022 年 6 月開始測量，整理出 QUIC 用戶中查詢 HTTPS DNS 資源紀錄和

使用HTTP/3 檢索 URL 的用戶數量。（圖一） 

 

圖一、2022 年 6 月 QUIC 數量測量結果 

有趣的是，查詢 HTTPS DNS 資源紀錄的用戶數量佔 10%到 15%，但使用

HTTP/3 檢索的用戶數量只有 1.5%。如果客戶端的瀏覽器能夠針對HTTP/3設

置查詢 DNS 記錄，那麼為什麼使用 HTTP/3 進行後續查詢的數量較低？又有

哪些用戶端使用HTTP/3？晚點再來探討這個問題。 

觀察各區域使用HTTP/3 進行查詢的分布也很有趣（圖二）。 



338 
	

  

圖二、各區域使用 QUIC 分佈 

QUIC 在丹麥、瑞典、挪威和瑞士較高，而在亞洲、南美洲和非洲地區較低（詳

見 QUIC 的完整報告） 

哪些客戶端使用 HTTP/3？ 

將每次 HTTP 查詢時瀏覽器的字串與使用的協議（HTTP/2 或 HTTP/3）進行

匹配，可以得知那些平台和瀏覽器正在使用HTTP/3 進行查詢（表一）。注意！

把瀏覽器的字串作為資料來源並不完全準確，這裡只依資料比例，推測系統和

瀏覽器執行HTTP/3 的分布情況。 

 

表一、系統與HTTP/3 

表一包括使用「非 QUIC」的資料作為比較。很明顯，這裡主要變化是在於 iOS

設備（iPhone 和 iPad）使用HTTP/3 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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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針對瀏覽器做比較。 

 

表二、瀏覽器與HTTP/3 

表二中使用 Safari 瀏覽器進行 QUIC 使用，這與表一中呈現的 iOS 系統資料有

很大的關聯性。 

現今，在網路中 HTTP/3 和 QUIC 使用率不到一半，似乎是由於 iOS 系統和

Safari 瀏覽器市佔率高的原因。 

QUIC封包大小 

如[RFC9000]所述「UDP 資料報絕不能在 IP 層分段。且客戶端必須確保初始

UDP 資料報具有至少為 1,200 位元組的 UDP 有效負載，並依狀況添加填充位

元（padding）將封包填滿。」意味著 QUIC 的實現必須控制封包大小，避免

在傳輸路徑中被分段。 

其中一種方式是執行路徑 MTU 探索（Path MTU Discovery）取得最小 MTU

的值。另一種方法是選擇一個大小相對安全的封包，就不會被分片。 

為了回答用於 QUIC 的封包最大傳輸大小的問題，我們查看了每個 QUIC 會話

（session）的封包最大長度（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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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QUIC 封包最大長度分布 

最常見的會話封包大小為 1,200 位元組，佔所有會話的 46%。接下來最常見的

大小是 1,250 位元組佔 18.5%，和 1,252 位元組佔 16.4%。而沒有封包超過

1,357 位元組。 

未來將持續探討「認識 QUIC」系列，本系列共五篇。(4/5) 

相關連結： 

Geoff Huston(2022). A look at QUIC use. APNIC. 

檢自： 

https://blog.apnic.net/2022/07/11/a-look-at-quic-use/ (Aug. 29, 2022) 

Photo created by APNIC 

圖片說明(中文）：QUIC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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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週期：2022/9/5-9/10 

#165 CENTR 2022 年第 2 季全球 TLD 報告 

標題 CENTR 2022 年第 2 季全球 TLD 報告 

Tags 國際瞭望, CENTR, ccTLD, TLD 

引言 

最新的 CENTRstats 全球頂級域名報告已經釋出，涵蓋了所有頂級域名（傳

統 gTLD、新 gTLD 和 ccTLD）的全球狀態和註冊趨勢，其中特別關注歐洲

ccTLD 市場。  

摘要 

字數: 

525 

 

歐洲國家頂級域名註冊管理機構（CENTR）於 2022（今）年 8 月下旬發布今

年第 2 季的全球 TLD 調查報告。根據該報告，域名銷售、刪除和註冊商轉移

的速度似乎正在逐步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以下是報告的其他亮點： 

2021 年第四季度至 2022 年第一季度之間，新域名銷售額有所增加，但此後

已經放緩，現在又回到了疫情前的水準。這種放緩的現象伴隨著域名刪除的

速度減緩，這表明對於大多數 ccTLD 來說，新增域名數仍然多於刪除數。 

截至 2022 年 7 月的一年中，中位增長率為 2.0%，低於 6 個月的平均水準。 

續訂率中位數也低於 6 個月的平均水準，降至 83.6%。ccTLD 增長率最高的

依序是：.pt、.is、.dk、.ee 和.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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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SEC 採用率很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直在穩步增長。支援 DNSSEC 的

域名比例最高的 ccTLD 依序是.no、.cz、.nl、.se 和.sk，每個域名都有超過 5

成的區域簽署。 

12 個月來，歐洲 ccTLD 註冊的促銷價格一直在上升，最近記錄的中位數為

9.9 歐元（含稅），高於 12 個月前的 9.0 歐元。 

據估計，44%的歐洲 ccTLD 域名有一個運作中的網站，相比 12 個月前略有

下降。 其餘由域名寄放（27%）和具有 DNS 紀錄或其他技術錯誤的域名

（29%）組成。 

相關連結： 

Patrick Myles(2022). CENTR publishes the CENTRstats Global TLD Report 

Edition 2/2022. CENTR. 檢 自 ：

https://www.centr.org/news/news/globaltld-2022Q2.html (Sep. 05, 

2022) 

CircleID Reporter(2022). CENTR Publishes the CENTRstats Global TLD 

Report Edition 2 2022.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825-centr-publishes-the-centrstats-

global-tld-report-edition-2-2022 (Sep. 0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在鍵盤上擺放域名的方塊 

 

#166 ICANN 如何通過域名市場指標支持社群討論 

標題 ICANN 如何通過域名市場指標支持社群討論 

Tags 國際瞭望, 域名市場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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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CANN 最近發布最新的產業指標，該訊息可通過 ICANN 的開放資訊平台

獲得，其中包括通用頂級網域名稱 (gTLD) 和國碼頂級網域名稱 (ccTLD) 相

關的統計資料。 

摘要 

字

數： 

787 

 

ICANN 最近發布最新的行業指標（Domain Name Marketplace 

Indicators，DNMI），該訊息可通過 ICANN 的開放數據平台獲得，其中包

括通用頂級網域名稱（generic top-level domains，gTLD）和國碼頂級網域

名稱（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s，ccTLD）相關的統計資料。 

該計劃的目標是提供無偏見的內部指標，來了解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DNS）產業的發展。這些指標還可以促進在一系列的主題發

揮作用，包括註冊人選擇、註冊人域名採用、服務供應商市場進入和競爭、

服務提供商業合約法尊和產業保障。例如，統一域名爭議解決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UDRP）被認為是最大的紛爭解

決與註冊和使用受法律保護的商標有關的域名爭議最長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流

程。 

ICANN 組織最近準備一份關於 UDRP 的政策狀態報告，供通用域名支援組

織 （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GNSO）委員會審議，作

為該政策持續審核流程的一部分。此報告使用下表中顯示的 DNMI 統計資

料。 

表 1、被裁定針對註冊人的 UDRP 投訴數量和百分比（2014-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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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RP 供應商在 2014 至 2021 年觀察期內的案例重點資料顯示，在過去八

年中，投訴人的勝訴率從 71%到 81%不等。從整體來看，數以萬計的域名搶

注糾紛在法庭之外得到解決，這從觀察期內的訴訟數量可以得知此結論。 

有多種不同的方法可以解釋這些資料，查看上述資料集可能會引發許多高度

相關的問題，並有助於進一步的討論。單方面推導出此類資料的潛在政策影

響不是 ICANN組織的職責。但是，ICANN 確實尋求確保通過 DNMI 等相關

的可用資料集，以便可以作為社群審核，支持資料驅動的政策制定。 

相關連結： 

Russ Weinstein(2022). How ICANN Supports Community Discourse via 

Domain Name Marketplace Indicators.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how-icann-supports-

community-discourse-via-domain-name-marketplace-indicators-25-

08-2022-en (Sep. 0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許多人進行討論 

 

#167 SpaceX 與 T-Mobile 計劃將手機連接到衛星，提高手機覆蓋率 

標題 SpaceX與 T-Mobile 計劃將手機連接到衛星，提高手機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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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國際瞭望, SpaceX, T-Mobile 

引言 

美國無線網路營運商 T-Mobile 美國宣布，將使用 SpaceX 的 Starlink 衛星為

美國部分地區的行動用戶提供網路連接，並計劃將用戶的手機直接連接到軌

道上的衛星。 

摘要 

字

數： 

642 

 

美國無線網路營運商 T-Mobile 美國（T-Mobile US）宣布，將使用 SpaceX

的 Starlink 衛星為美國部分地區的行動用戶提供網路連接，並計劃將用戶的

手機直接連接到軌道上的衛星。 

新計劃將與 T-mobile 現有的蜂巢式服務一同存在，減少對行動通訊基地臺

（cell tower）的需求，並提供在目前無服務的情況下發送文字和圖像服務，

這是偏遠地區若發生緊急情況時的關鍵。Starlink 衛星將使用 T-Mobile 的中

頻頻譜來創建一個新網路，客戶大多數所使用的手機都將與新服務兼容，該

服務將從明年底由簡訊服務開啟測試階段。 

自 2019 年以來，SpaceX 已發射近 3,000 顆低軌道 Starlink 衛星，輕鬆超

過競爭對手 OneWeb 和亞馬遜的 Project Kuiper。Elon Musk 表示，

SpaceX 的下一代 Starlink 衛星計劃在下一代的 Starship 火箭完成開發後發

射，其中第一批衛星將擁有更大的天線，可以直接連接到 T-mobile 網路上

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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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美國電信公司正在競相建立 5G 網路的中頻部分以趕上 T-

Mobile，T-Mobile 由於收購競爭對手 Sprint，因此獲得 2.5 GHz 的中頻頻

譜。中頻段或 C 頻段已被證明非常適合 5G，因其提供的容量和覆蓋範圍良好

的平衡。該營運商表示，目標是在簡訊服務測試階段之後追求語音和資料的

覆蓋。衛星通訊公司 AST SpaceMobile (ASTS)也在太空中建立一個全球蜂

巢式寬頻網路，該網路將與行動設備一起運行，而無需額外的硬體設施。 

相關連結： 

Rosalba O'Brien and Leslie Adler(2022). Musk's SpaceX and T-Mobile plan 

to connect mobile phones to satellites, boost cell coverage.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elon-musks-spacex-

t-mobile-us-plan-boost-cellular-coverage-space-2022-08-26/ (Sep. 0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透過衛星增加手機覆蓋率 

 

#168 如何觸發 QUIC 與 QUIC 的速度 

標題 如何觸發 QUIC 與 QUIC 的速度 

Tags 國際瞭望, HTTPS, TCP, TLS, IP 分片, HTTP/3 

引言 透過測試，確認 QUIC 的連接穩定性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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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1,451 

 

QUIC連接可靠性 

如果我們能夠檢測 QUIC 連接的兩端，就可以得知從用戶端到伺服器傳輸

QUIC 封包與從伺服器發出回應封包的可靠性。但我們無法掌控用戶端，所以

只能依照從伺服器發送回用戶端的回應封包，或後續從用戶端收到的封包來

得知可靠性。 

表一為 QUIC 回應封包在 24 小時內的測量結果。伺服器上的連接狀態，初始

連接的封包若沒有後續封包，表示 QUIC 連接失敗。由於發送第一次的 QUIC

封包不能確定是否失敗（短時間內會重新發送請求），因此表一中的失敗率

是一個下限。 

 

表一、QUIC 連接失敗率 

觸發 QUIC 

之前提過，有兩種機制允許伺服器向用戶端發出訊號，表明它能夠使用 QUIC

支持 HTTP/3 會話。回顧這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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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服務指令，即：Alt-Svc: h3=":443"。指示主機在 UDP 通訊埠 443

提供HTTP/3 服務 

● 具有已定義HTTPS DNS 資源紀錄（Resource Record）的 URL 域名，

其值為 alpn="h3"。 

如何得知用戶使用哪一種？ 

替代服務指令 Alt-Svc 只在第二次搜索時使用，而定義 DNS 資源紀錄則在第

一次使用時就建立。在實驗中，我們使用了這兩種不同的測試。五分之一的

用戶端執行兩次搜索，每次間隔兩秒，剩餘用戶端執行一次。這兩種機制允

許伺服器通知客戶端可以在第一次檢索時在 Alt-Svc 標頭中支持HTTP/3，然

後在第二次檢索中使用 HTTP/3。 

表二比較使用這兩種觸發的 HTTP/3 搜索率。如果用戶端在第一次搜索中沒

有使用 HTTP/3，而是在第二次搜索改使用HTTP/3，就假設它使用了 Alt-

Svc 機制。如果用戶端在第一次搜索就使用HTTP/3，就假設它使用HTTPS 

DNS 的機制。 

 

表二、QUIC 觸發率 

Chrome 瀏覽器使用 Alt-Svc 指令，而 iOS 平台的 Safari 瀏覽器使用了

DNS。從表格可看出 Alt-Svc 觸發程度是 HTTPS DNS 機制的四倍。造成這

種差異的原因是，此次實驗中使用 Chrome 的用戶端大約占 90%，表中用戶

端中 Alt-Svc 的 5%觸發率相當於在 Chrome 客戶端中有 5.5%的觸發率；在

整個測量樣本看到的 DNS 1%的觸發率對應於 Safari 客戶端為 20%到 25%的

觸發率。 

QUIC更快嗎？ 

使用 QUIC 的動機之一是其序列延遲低於 TCP 和 TLS 會話。我們將測試此理

論與實際使用上是否會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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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比較用戶端使用HTTP/2 加載 1×1 像素 gif 檔案的時間，和同一客戶

端使用HTTP/3 加載相同物件的時間。時間測量會有許多變量，包括瀏覽器

內部任務調度等，但這些因素會因為有足夠大的樣本數可忽視。 

圖一顯示+/- 500ms 時間差。 

 

圖一、QUIC 與非 QUIC 搜索時間差 

累積分佈顯示 QUIC 在 2/3 樣本中更快（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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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檢索時間差累積分佈 

總結 

HTTP/3 和 QUIC 在現今網路中，正有一些可部署的趨勢，主要是由於 Apple

在最近發布 iOS 和 MacOS 系統版本中 Safari 的影響。 

QUIC 對 IP封包分段（IP packet fragmentation）執行保守

（conservative）的響應，最大封包大小要保持在 1,200 到 1,360 位元組。 

 由於 Chrome 瀏覽器在網際網路中被廣泛使用，QUIC 的主要觸發機制仍是

Alt-Svc 指令，儘管 Apple 用戶端 Safari 是使用 DNS HTTPS 機制。 

最重要的是，HTTP/3 和 QUIC 通常比 TCP 和 TLS 更快。 

在未來幾個月中，將可繼續追蹤 QUIC 的部署。這些報告可在 APNIC labs 獲

得。 

「認識 QUIC」系列完結，本系列共五篇。(5/5)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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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f Huston(2022). A look at QUIC use. APNIC. 

檢自： 

https://blog.apnic.net/2022/07/11/a-look-at-quic-use/ (Sep. 05, 2022) 

Photo created by APNIC 

圖片說明(中文）：QUIC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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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週期：2022/9/12-9/17 

#169 Handshake 的.Wallet 頂級域名所有者介入域名訴訟 

標題 Handshake 的.Wallet 頂級域名所有者介入域名訴訟 

Tags 國際瞭望, 區塊鏈, 域名, .Wallet 

引言 
區塊鏈域名.Wallet 所有者介入供應商 Unstoppable Domains 對Gateway 

Registry 提出的訴訟。 

摘要 

字數: 

 

1,055 

 

區塊鏈域名（Blockchain domain）是將加密貨幣錢包地址轉為網址，類似於

IP 位址與域名系統的轉換。 

區塊鏈域名供應商 Unstoppable Domains 於七月對Gateway Registry 和其

所有者 James Stevens 提起訴訟。該公司聲稱，Gateway Registry 提

供.wallet 第二層域名註冊，已經侵犯了公司的權利。Gateway 公司沒有繼續

打官司而是直接關閉服務。 

Handshake 中.wallet 頂級域名的註冊人 Scott Florcsk 向法院提出，要求介

入.wallet 域名相關訴訟。根據 Florcsk 的動議，在 Unstoppable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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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 發送了停止並終止信函後，Florcsk 就聯繫了 Unstoppable 的律

師，但訴訟期間並未點名 Florcsk，Florcsk 提出訴訟，認為 Unstoppable 要

求的禁令會導致他與其他技術商在出售.wallet 第二層域名時被阻擾。 

在動議中，Florcsk 聲稱 Unstoppable 對Gateway 及其所有者提起訴訟，因

為 Unstoppable 知道他們沒有財力回應和反擊，認為這是訴訟策略。還指

出，Unstoppable 其實沒有 Wallet 的註冊商標。Unstoppable 在法律文件

中寫出「正在申請 Wallet 商標」，但其中沒有提到該商標目前是拒絕給予的

狀態。 

Florcsk 認為，區塊鏈域名是在獨立的區塊鏈上，不會彼此混淆，區塊鏈域名

與一般 ICANN所管理的域名系統（DNS）不同： 

Florcsk 表示：「Unstoppable 一定知道 Handshake 區塊鏈上的.wallet 頂

級域名和 Unstoppable 區塊鏈上的.wallet 頂級域名之間並不會有衝突。這

就類似兩家商店的購物車，表面上都是購物車，但沃爾瑪的購物車就只能在

沃爾瑪使用，好市多購物車只能在好市多使用；消費者永遠不可能在購物時

對使用何種購物車感到困惑。消費者在沃爾瑪，就必須使用沃爾瑪購物車，

如果在好市多就必須使用好市多購物車。因此，在 Handshake 的區塊鏈上

使用.wallet 等頂級域名永遠不會與 Unstoppable 區塊鏈上的 .wallet 域名混

淆，因為消費者不能同時在兩個區塊鏈上。」 

在 Unstoppable Domains 提起訴訟後，Florcsk 向 Handshake 社群發出請

求，要求提供經濟幫助來捍衛.wallet 域名。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提供幫

助，域名供應商 Gateway 的競爭對手 Namecheap 的執行長在 Twitter 表示

將可能提供幫助與支援。 

相關連結： 

Andrew Allemann(2022). .Wallet Handshake owner steps in to defend 

domain in court. DomainNameWire. 檢自：

https://domainnamewire.com/2022/08/29/wallet-handshake-owner-

steps-in-to-defend-domain-in-court/ (Sep.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法槌和書籍代表判斷和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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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針對演算法的監管已經開始 

標題 針對演算法的監管已經開始 

Tags 國際瞭望, 演算法監管 

引言 
先前中國一項法律要求線上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提供詳細演算法檔案給國家

網際網路訊息辦公室（CAC）已於今年 3 月生效。 

摘要 

字數： 

520 

 

先前中國一項法律要求線上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提供詳細演算法檔案給國家

網際網路訊息辦公室（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CAC）已於

今年 3 月生效。在八月中旬 CAC 發布 30 家公司所使用的演算法詳細介紹，

包含阿里巴巴、騰訊、抖音等公司。美國與歐洲也有類似的趨勢，「監管演

算法」的想法也在這些地區持續擬議立法。 

這些由 CAC 所發布的消息與 Facebook 所發布與管理用戶相關的演算法以及

YouTube 如何描述其演算法沒有太大的差異，但 CAC 擁有更詳細的資料以

及能力且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自動化過濾以及優先權的選擇在大規模的

共享平台是不可避免的，一次提供大量的內容，只有少數的人對此有產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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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相較於傳統媒體以人工來監管，因此演算法提供編輯功能與自動化版

本。演算法在平台上也具有商業服務目的，可投放精準廣告給用戶，以提升

使用者參與程度。 

中國的經驗可能為政府監管者提供有用經驗，讓監管者如何成為更好的監管

者，而非以利潤為動機的企業。雖然 CAC 表示，將對演算法進行監管，以保

護勞動者與消費者權益以及防止操縱搜索結果。儘管操縱搜索結果是中國管

理制度的一項特徵，CAC 已公開確定「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或宣揚「正向能

量」作為目標。 

相關連結： 

Milton Mueller(2022). Regulation of Algorithmic Regulation Begins. 

circleID. 檢 自 ：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901-regulation-of-

algorithmic-regulation-begins (Sep.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示意掌控所有資料 

 

#171 展望 ICANN75 

標題 展望 ICANN75 

Tags 國際瞭望, ICANN75, ICANN 

引言 
ICANN社群將討論通用頂級域註冊資料的準確性、國際化域名、普遍接受和

其他處於政策和建議發展不同階段的優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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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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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75 年度大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AGM）是屬於合作、教

育、過渡和慶祝的時刻，由 ICANN社群提議和制訂的全體會議，將探討網際

網路碎片化和域名系統。於 9 月 8 日星期四 16:00-17:30 UTC 開始的

ICANN75準備週，在期間內的政策更新，將為這些會議做準備，ICANN75

政策展望報告也將很快釋出。 

年會期間提供的教育機會包括技術日、域名系統安全擴充和安全研討會、關

於根伺服器系統的資訊會議，以及關於安全與穩定諮詢委員會最近出版物的

結介紹。一般會員和政府諮詢委員會將為其成員專門安排能力養成時間，

ICANN社群團體將與 ICANN董事會舉行聯席會議。此外，AGM 還將為通用

名稱支援組織的選區和利害關係人舉辦會員會議。 

AGM 以年度 ICANN社群領袖表彰計劃為特色，為 48 名 ICANN社群領袖在

位期間的服務進行表彰。一些 ICANN社群團體已經選出了新主席，這些主席

將在 ICANN75結束時開始任期，其餘未選出主席的社群，將在年底前完成。

ICANN 董事會也期待著自推出以來首次親自頒發的 Tarek Kamel 博士能力

建設獎。 

即將到來的年度大會提供許多資訊，無論是經驗豐富的 ICANN社群成員、偶

爾參與者還是新加入者，皆可在吉隆坡的實體會議或線上會議進行參與。 

相關連結： 

David Olive(2022). Looking Ahead to ICANN75. ICANN. 檢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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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looking-ahead-to-icann75-31-

08-2022-en (Sep.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圖示舉辦國際會議交談 

 

#172 ICANN75 ccNSO 會議一覽 

標題 ICANN75 ccNSO 會議一覽 

Tags 國際瞭望, DASC, lGLC, ICANN75, ccNSO 

引言 
網路域名系統濫用常務委員會和網路治理聯絡人委員會將於 9 月 17 日星期六

開始舉行 ccNSO 工作會議。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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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域名系統濫用常務委員會（The Domain Name System Abuse 

Standing Committee，DASC）和網路治理聯絡人委員會（the Internet 

Governance Liaison Committee，IGLC）將於 9 月 17 日星期六開始舉行

ccNSO 工作會議。 

9 月 18 日星期日，ccNSO 將舉行其他委員會和工作組會議，包括技術工作

組、戰略和營運規劃委員會（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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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SOPC）。第三和第四個 ccNSO 政策制定過程（ccNSO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ccPDP）。9 月 20 日星期二，在 ccNSO 政策更新

期間，ccPDP3 審查機制工作組將提交其提案，並徵求 ccTLD 社群的意見。

在當天晚間，將評估收到的社群訊息。 

技術日將於 9 月 19 日星期一開始舉行，繼續至 9 月 20 日星期二，並將從

ccNSO 政策更新開始，隨後探討有關地理標誌（landmark)的政策建立措施

對 ccTLD 管理者的影響。此外，CCNSO 還將與政府諮詢委員會

（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GAC）和 ICANN董事會舉行聯席

會議。 

9 月 21 日星期三，在 ccNSO治理會議期間，指引審查委員會（Guidelines 

Review Committee，GRC）將提交其關於 ccNSO利益聲明及利益衝突流程

的提案，並徵求 ccTLD 社群的意見，GRC 還將提醒 ccNSO 成員即將進行的

投票流程和工作專案。在會議期間，將討論 ccNSO 的作用以及如何最好地為

ccTLD 社群服務。當天晚些時候，來自不同地區的 ccTLD 管理者將在 ccTLD

新聞會議期間分享他們的經驗。最後，在 9 月 22 日星期四，CCNSO 理事會

將舉行會議。 

ccNSO計劃將以會議計劃委員會的總結會議中結束。歡迎所有有興趣的人參

加。ccNSO 的詳細時程表，包括涵蓋主題的要點，以及 ICANN75 的遠程參

與詳細資訊，可在 ccNSO ICANN75 工作區上找到。 

相關連結： 

ICANN(2022). ICANN75 ccNSO Sessions ata glancea glance. ICANN. 檢

自 ：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ccnsowkspc/ccNSO+Newsletter?p

review=/95094866/212108228/ccNSO%20Newsletter%20%20August%

202022%20v2.pdf (Sep.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會議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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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安全研究人員警告說，Linux 設備逐漸受到駭客的攻擊 

標題 安全研究人員警告說，Linux 設備逐漸受到駭客的攻擊 

Tags 國際瞭望, Linux, 勒索軟體, 資安, 網路犯罪 

引言 

根據趨勢科技(Trend Micro)網路安全研究人員的分析，隨著網路犯罪分子希

望將攻擊範圍擴大，Linux 伺服器受到勒索軟體攻擊的數量大幅增加，相較

於去年的網路攻擊增加 7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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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趨勢科技(Trend Micro)網路安全研究人員的分析，隨著網路犯罪分子希

望將攻擊範圍擴大，Linux 伺服器受到勒索軟體攻擊的數量大幅增加，相較

於去年的網路攻擊增加 75%。 

Linux 是 IT 基礎設施的骨幹，因此成為對勒索軟體有吸引力的目標，尤其是

與 Windows 相比之下， Linux 被認為缺乏威脅，顯示網路安全團隊可能選

擇專注於保護 Windows 網路免受網路犯罪侵害時忽略 Linux。 

勒索軟體攻擊者有經濟動機，因此攻擊者會快速找尋新的機會以從中獲得利

益，加上 Linux 系統要求解鎖文件和伺服器的密鑰付費正變得越來越流行。

研究人員表示，隨著勒索軟體攻擊者想盡可能多賺些錢，這種方法只會變得

更加普遍。趨勢科技副總裁 Jon Clay 表示，新的攻擊者繼續發展其商業模

式，更加精確的集中攻擊，因此組織必須更好的映射、理解和保護不斷擴大

的數位攻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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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勒索軟體組織越來越多將注意力轉向 Linux，根據趨勢科技的資料，

Linux 的加密貨幣挖礦方面惡意軟體攻擊增加 145%，其中網路犯罪分子秘密

使用受感染電腦和伺服器為自身挖礦。網絡犯罪分子破壞 Linux 系統的方法

之一是利用未修補的漏洞，根據該報告，這些漏洞包括 CVE-2022-0847 或稱 

Dirty Pipe，攻擊者可以利用該漏洞提升權限並運行程式碼。 

為保護 Linux 系統免受勒索軟體和其他網路攻擊，應盡快補足所有安全漏

洞，以防止網路犯罪分子利用具有可用修復程式的已知漏洞。並建議在整個

生態系統中應用多重要素身份驗證，以提供額外的攻擊防禦層，並防止勒索

軟土攻擊者能夠在網路中自由移動。 

相關連結： 

Danny Palmer(2022). Linux devices 'increasingly' under attack from 

hackers, warn security researchers. ZDNet. 檢 自 ：

https://www.zdnet.com/article/linux-devices-increasingly-under-attack-

from-hackers-warn-security-researchers/ (Sep. 1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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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鍵盤上浮現駭客英文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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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週期：2022/9/19-9/24 

#174 非洲對等互連——保持流量在本地的關鍵 

標題 非洲對等互連——保持流量在本地的關鍵 

Tags 國際瞭望, 對等互聯 

引言 

網際網路交換中心（IXP）是組成網際網路的重要成分，一個 IXP 可以根據地

理限制和當地市場規模為許多社群服務，但在非洲許多人連接到的網際網路

節點與他們實際所在相距甚遠，使用者付出高昂的代價，但網際網路連接成

本仍是高昂且速度緩慢。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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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交換中心（internet exchange point，IXP）是組成網際網路的重要

成分，一個 IXP 可以根據地理限制和當地市場規模為許多社群服務，但在非

洲許多人連接到的網際網路節點與他們實際所在相距甚遠，使用者付出高昂

的代價，但網際網路連接成本仍是高昂且速度緩慢。 

非洲作為新興市場，不僅需建立基礎設施，還要加強營運和維護 IXP 的能

力。像內陸國查德等國家尤其嚴重，其網路流量需經過法國。相較之下，擁

有非洲三分之一陸地面積與不到一半人口的歐洲，有超過 255 個的交換中

心，顯示數位市場規模、不同數量的 IXP 以及網路營運商數量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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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網際網路社區的信任和協作可以幫助縮小基礎設施的鴻溝，區域對等活

動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對等互連論壇（peering forums）上，來自不

同技術領域的專家聯合共同研究解決方案。其中非洲最大的年度對等互連活

動非洲對等互連網際網路論壇( African Peering and Interconnection 

Forum ，AfPIF)，AfPIF著重於地方和區域層面的網際網路連線動態、內容

分配和過境障礙。旨在促進國家和跨境網際網路互通發展，並為非洲技術界

提供獨特的機會來解決網際網路互通的挑戰和機遇。 

相關連結： 

Internet Society(2022). African Peering—Key to Keeping Traffic Local. 

Internet Society. 檢 自 ：

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blog/2022/08/african-peering-key-to-

keeping-traffic-local/ (Sep. 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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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網路間的連接 

 

#175 SubPro ODP 更新：引入供應商採購工作軌道 

標題 SubPro ODP 更新：引入供應商採購工作軌道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ICANN75, gTLD, SubPro 

引言 
ICANN 的部落格更新新通用頂級域（gTLD）後續流程（SubPro）營
運設計階段（ODP），此次將介紹 Work Track 5：供應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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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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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評估小組是新 gTLD 申請的技術和財務審查的一個關鍵方面。為了準備

下一輪新的 gTLD 申請，ICANN 正在制定必要的計劃，以保留供應商來進行

許多此類評估。 

ICANN 利用供應商來增加其範圍之外領域的專業知識，或為流程中無法內部

擴展的部分增加能力。這些供應商根據標準、正式的採購流程獲得的。在 2012

年 gTLD 申請回合中，需要 28 家供應商來支援對 1930 份申請的評估。預計

在未來幾輪也採用類似目前的營運設計工作的方法：引進具有高水準專業知識

的供應商，對 gTLD 應用程式進行公平、準確和快速的評估。 

所有 gTLD 申請都將經歷一系列必要的評估步驟，例如：字串相似性審查和背

景篩選。此外，根據 GNSO 理事會，關於新 gTLD 後續程式政策制定流程的最

終報告的政策建議，未來幾輪，ICANN可能要求評估小組供應商利用在不同方

式或在新領域加入新的評估要素，例如： 

● 識別適用於被歸類為高度敏感或受監管行業的 gTLD 字串。根據最終報告

的產出，一些申請字串可能屬於高度敏感或受監管的四類領域之一。我們預計，

這可能需要使用供應商來審查所有申請的字串，並確定字串是否屬於這些類別

之一。 

● 預評估註冊服務提供商（Pre-evaluating registry service providers ，

RSPs）。最終報告建議，RSP 可以選擇在申請窗口開放前接受評估。這與上一

輪進行的技術評估不同，可能由具有技術營運專業知識的供應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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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Track 5 團隊在規劃未來 gTLD 申請發揮著關鍵作用。他們將制定與這

些活動的供應商資格和合同有關的準則，以及獲得這些供應商所需的估計成

本，這項工作的結果將納入營運設計評估。 

Work Track 5負責應對許多挑戰，包括：確定具有專業能力的供應商；支援品

質保證；解決潛在的利益衝突；以及進行一致的申請評估。所有這些因素都影

響了專案時間表和資源的總體估計。 

相關連結： 

Karen Lentz(2022). SubPro ODP Update: Introducing the Vendor 

Procurement Work Track.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subpro-odp-update-

introducing-the-vendor-procurement-work-track-06-09-2022-en 

(Sep.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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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持續前進，表示進展有做更新 

 

#176 ICANN 就 RA 和 RAA 修正案公開徵求意見 

標題 ICANN 就 RA 和 RAA 修正案公開徵求意見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ICANN75, gTLD 

引言 

2022 年 9 月 6 日，ICANN就基本 gTLD 註冊協議（RA）和 2013 年註冊認

證協議（RAA）的擬議修正案啟動了公開評論流程，以規定透過註冊資料存

取協議（RDAP）提供註冊資料目錄服務（RDDS）的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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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6 日，ICANN就基本 gTLD 註冊協議（Registry 

Agreement ，RA）和 2013 年註冊認證協議（Registrar Accreditation 

Agreement ，RAA）的擬議修正案啟動了公開評論流程，以規定透過註冊資

料存取協議（Registration Data Access Protocol ，RDAP）提供註冊資料

目錄服務（Registration Data Directory Services，RDDS）的操作要求。  

根據 ICANN共識政策，註冊資料目錄服務，通常稱為「WHOIS 系統」或

「WHOIS 服務」，將繼續由 gTLD 註冊機構和 ICANN認證的註冊商提供。

基於安全與穩定諮詢委員會（Security and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

SSAC）在 SAC051 中的建議，擬議修正案是網際網路社群長期承諾的結果，

用更好的基礎技術取代 WHOIS 協議來改善 WHOIS 系統的現狀。 

RDAP讓存取 WHOIS 系統資料更加安全，相比當前 WHOIS 協議有更多的優

勢。RDAP 的好處包括：標準化查詢、安全存取資料、可擴充套件性、差異

化存取、支援註冊資料的國際化以及啟用對物件的搜尋。自 2019 年 8 月 26

日以來，所有合約方都必須透過 RDAP 為所有 gTLD 域名提供 RDDS。 

ICANN與 gTLD 註冊利害關係人小組（gTLD Registries Stakeholder 

Group，RySG）和註冊利害關係人小組（Registrars Stakeholder Group，

RrSG）的成員，組成締約方談判小組（Contracted Party House 

Negotiating Team，CPH NT），透過談判制定 RA 和 RAA 的修正案。 擬

議修正案包括： 



366 
	

● RDAP 的報告和服務水準要求。 

● 將 gTLD RDAP配置檔案作為要求，向 gTLD 註冊機構和註冊商提供技術

指導，說明如何以一致的方式實施 RDAP 服務，並符合 ICANN共識政策。 

● 提供 WHOIS 協議義務的落日條款即將結束。 

● 對規範 4 第 3.1 節語言的更改，這將使 ICANN能夠將現有的批次註冊資

料存取用於研究目的，以開發一種強大、可靠和可複製的方法來分析安全威

脅活動，並使用該方法來做出明智的政策決策。 

在談判這些變更時，ICANN 和 CPH NT 需要定義一個計劃，讓使用者有時間

準備他們的系統和程式，以利用 RDAP 協議來查詢域名的註冊資料，就像今

天使用 WHOIS 協議所做的那樣。 

此團隊鼓勵 ICANN社群審查擬議的修正案，並透過公眾評論流程提供回饋。

如果想進一步接觸此主題，可以加入 202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 UTC 08:30 在

ICANN75舉行的 CPH RA/RAA 修正案，以新增 RDAP 會議。 

相關連結： 

Russ Weinstein(2022). ICANN Opens Public Comment for RA and RAA 

Amendments.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opens-public-comment-

for-ra-and-raa-amendments-06-09-2022-en (Sep. 1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公眾進行評論 

 

#177 ICANN 主席暨執行長的 2023 財政年度目標 

標題 ICANN 主席暨執行長的 2023 財政年度目標 

Tags 國際瞭望, 政策, ICANN, 財政目標 

引言 ICANN 主席暨執行長與董事會和組織執行團隊合作，制定新財政年度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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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著重介紹 ICANN為改進工作流程所做的努力，以及在計劃努力的同時完

成的優先項目和管理工作。 

摘要 

字

數： 

1,137 

 

網際網路相關社群對於 ICANN 資源的需求越來越高，由社群主導的計畫目前

正在制定和實施。ICANN為此做了很多準備，包括內部組織變化，引入新的工

作方法，例如專案管理框架和營運設計階段，取得額外資源以及制定優先級框

架。 

每年，ICANN 主席暨執行長與董事會和組織執行團隊合作，制定新財政年度目

標。以下著重介紹 ICANN 為改進工作流程所做的努力，以及在計劃努力的同

時完成的優先項目和管理工作。使董事會和社群能更全面的了解 ICANN 目前

的優先項目計畫。 

想了解 ICANN 組織將展開的工作，可以閱讀 ICANN 組織 2023 財政年營運

計劃。 

ICANN 2023 財政年度（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目標，其中

主席暨執行長制定了八個，董事會制定了三個。 

ICANN 總裁兼執行長制定的目標： 

目標 1：確保社群關係管理（Community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平台

功能，像是 Events 2.0 和 ICANN Join 按資料保護相關法律部署。 

目標 2：政策從構想到實踐，持續與通用名稱支援組織（GNSO）合作，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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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發展流程的生命週期。 

目標 3：與在地利害關係人、合作夥伴和社群一起，建立和實行數位非洲倡議

聯盟。 

目標 4：將邀請利害關係人參與下一輪新通用頂級域名受益的國家和地區，特

別是使用非英語或 ASCII 字符的文本。讓人們意識到普惠接受（Universal 

Acceptance，UA）的重要性，並理解普惠接受、國際化域名和下一輪頂級域

名之間的聯繫。 

目標 5：增進網域名稱系統（DNS）營運商對權威系統（authoritative system）

和遞迴系統（recursive systems）的最佳實踐知識。 

目標 6：以「DNS 安全協調技術研究小組」（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Facilitation Initiative Technical Study Group，DSFI-TSG）提供的 12 項建

議，為網域名稱系統（DNS）安全制定一個清晰的營運實踐框架，加強對可能

衝擊網際網路安全和穩定議題的溝通與討論。 

目標 7：為「增進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型有效性」建立一致的框架，以提高透明

度和理解。 

目標 8：開發和提出計劃管理工具，幫助支援組織和諮詢委員會以統一的方式

管理和規劃工作。 

ICANN董事會制定的目標: 

目標 9：制定計劃，使 ICANN 能持續提供最佳的混合型會議，帶給遠端和現

場與會者有意義且有效的會議體驗。 

目標 10：2022 年 10 月底前制定出與 ICANN宗旨一致的資助實行計劃。 

目標 11：在 ICANN組織職責範圍內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援社群在 2023 財

政年度完成獨立審核流程常設小組（Independent Review Process Standing 

Panel）的工作。 

相關連結： 

Göran Marby(2022). ICANN President and CEO Shares Goals for Fiscal 

Year 2023. ICANN. 檢自：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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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and-ceo-shares-goals-for-fiscal-year-2023-07-09-2022-en 

(Sep. 1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2023 年新目標 

 

#178 Google、Apple 在墨西哥面臨反壟斷調查 

標題 Google、Apple 在墨西哥面臨反壟斷調查 

Tags 國際瞭望, IFT, 市場競爭, 反壟斷 

引言 
Apple 公司和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公司正受到墨西哥反壟斷行為的調

查。 

摘要 

字

數： 

571 

 

前墨西哥電信主管機關負責人 Mony de Swaan Addati 向墨西哥聯邦電信研

究院（Instituto Federal de Telecomunicaciones，IFT）提出，Appl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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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oogle 公司利用在應用商店的壟斷地位，將自己的支付系統用於應用程

式內，完全抑制市場競爭。 

Addati 在 Twitter 表示，Google 的 Play Store 與 Apple 的 App Store 收取

了 15%~20%的手續費，使應用程式價格上漲。Addati 還說道，墨西哥競爭

監管機構拒絕對這些公司展開調查，促使他將案件提交給 IFT，「我相信 IFT

將以最佳的方式進行調查和行使權力，使這些公司停止濫用市場勢力繼續損

害開發者和消費者利益。」 

Google 拒絕回應這項指控，蘋果和 IFT 也沒有立即發表相關評論。 

近年來，這兩家公司的應用程式商店在多個國家面臨一系列訴訟和投訴，導

致 Google 降低了費用，蘋果也放寬規則，但仍有一些應用程式開發者和批

評人士表示，還有很多規則需要改變。 

根據數據統計公司 Statista 提供的資料，去年墨西哥售出超過 3000 萬台智慧

型手機。而 Statcounter 流量分析的最新資料表示，Google 的 Android 系

統在墨西哥占了 77%，擁有極龐大的市場。 

而 Apple 還需面對著其他審查。巴西監管機構已禁止銷售不附充電器的 

iPhone 手機。 

相關連結： 

Richard Pullin(2022). Google, Apple facing anti-competitive complaint in 

Mexico.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google-

apple-facing-anti-competitive-complaint-mexico-2022-09-09/ (Sep. 19,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調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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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週期：2022/9/26-10/1 

#179 ICANN 組織發布 WHOIS 揭露系統的設計文件 

標題 ICANN 組織發布 WHOIS 揭露系統的設計文件 

Tags 國際瞭望, ICANN, WHOIS 揭露系統 

引言 
ICANN 發布 WHOIS 揭露系統的設計文件，該系統被提議用於提供與通用頂

級域名（gTLD）相關的非公開註冊資料存取。 

摘要 

字數: 

723 

 

ICANN 發布 WHOIS 揭露系統的設計文件，該系統被提議用於與通用頂級域

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s，gTLD）相關的非公開註冊資料存取。 

該文件概述一個簡化請求者和 ICANN所認可的註冊機構提交和接收非公共

gTLD 註冊資料請求流程的系統設計。文件包括假設和風險、系統模型、估計

的實施時間表和相關成本。旨在為 ICANN 董事會和通用名稱支援組織 

（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GNSO）委員會之間關於

GNSO 加速政策最終報告中概述的非公開註冊資料標準化存取與揭露系統

（System for Standardized Access/Disclosure to Nonpublic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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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SAD）的討論提供訊息，此為 gTLD 註冊數據第 2 階段的開發流

程。 

在編寫本文件時，ICANN 組織考慮 18 條與 SSAD 相關的建議，以及當前和

未來有關 gTLD 註冊資料的共識性政策要求，並解決理事會所批准的 SSAD

建議，提出一個更簡單、更具成本效益的揭露系統。例如，WHOIS 揭露系統

將省略認證機構、濫用調查員等。 

此簡化系統將收集有關使用簡化非公開註冊資料訪問的系統資料，未來

ICANN董事會與GNSO 委員會協商時，這些資料將納入討論。此外，

WHOIS 揭露系統可以比 SSAD 更快速的實施，因為 WHOIS 只包含 SSAD

中其中一項功能的子集。 

WHOIS 揭露系統時所面對運行的法律環境是多變的，當前適用的法律以及

未來實施的法律將影響系統的使用。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和其他法律對個人資料處理的限制，也將影

響 WHOIS 揭露系統。 

相關連結： 

Eleeza Agopian(2022. ICANN Org Publishes WHOIS Disclosure System 

Design Paper.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org-publishes-whois-

disclosure-system-design-paper-13-09-2022-en (Sep. 2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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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發布文件 

 

#180 2022 年 4 月 ICANN 新通用頂級域名法遵稽核（Compliance Audit） 

標題 2022 年 4 月 ICANN 新通用頂級域名法遵稽核（Compliance Audit） 

Tags 國際瞭望, gTLD,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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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CANN合約法遵部門對新通用頂級域名的註冊管理機構營運方進行稽核。 

摘要 

字

數： 

517 

 

ICANN 法遵部門（ICANN Contractual Compliance）根據註冊管理機構協

議（Registry Agreement，RA）和 ICANN 臨時和共識性政策條款，對新

通用頂級域名的註冊管理機構營運方（Registry Operator，RO）審計。報告

中涵蓋了 28 個在新 gTLD 註冊協議稽核計劃（New gTLD Registry 

Agreement Audit Plan）之前的頂級域名稽核方式和結果。 

稽核階段，ICANN審查了來自 14 個國家 8 種語言，3,400 多份的文件。稽

核階段結束後，ICANN 發布了初步的稽核報告，說明稽核初步調查結果，並

要求被稽核方處理並答覆。 

如報告所述，28 個註冊管理機構中有 3 個（11%）沒有初步的稽核問題報

告，另有 10 個（36%）有初步調查結果，但能夠在現階段解決問題。剩餘

15 個（54%）無法在稽核完成之前完全解決，但它們向 ICANN提出了具體

的補救計劃，規劃完成計畫時間。ICANN確認補救計劃實施後，會在

ICANN 執行長月度報告中更新進度。 

至今為止，註冊管理機構已解決他們的調查結果問題，未解決的也正施行改

善措施。防止未來再次發生違反合約的情況，如果問題未積極改善的話，將

導致未來額外的法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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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Jamie Hedlund(2022). 2022 April New gTLD ICANN Contractual 

Compliance Audit.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2022-april-new-gtld-icann-

contractual-compliance-audit-16-09-2022-en (Sep. 2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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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稽核 

 

#181 ICANN 執行長回顧 2022 財政年度重大進展 

標題 ICANN 執行長回顧 2022 財政年度重大進展 

Tags 國際瞭望, 政策, ICANN, 財政目標 

引言 
ICANN 執行長回顧 2022 財政年度，分享在各領域取得的重大進展。並期望

2023 財政年度，繼續努力於全球網際網路使命。 

摘要 

字

數：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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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財政年度，ICANN 和廣大的網際網路生態系持續面對 Covid-19 疫情的

威脅與俄烏戰爭等諸多的挑戰。儘管有這些障礙，ICANN仍繼續履行使命，

確保全球網際網路的穩定、安全和統一。 

5 月，ICANN組織發布了第 5 版根區標籤生成規則（RZ-LGR-5），其中集

合了 26 種文字，以一致的機制來確定不同語言和文本的頂級域有效國際化

域名（IDN）標籤。IDN讓人們能使用在地文字的域名和電子郵件地址，促

進多語言的網際網路環境。 

6 月，ICANN與管理.eu 頂級域的歐洲網際網路域名註冊機構（Europe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Domains vzw，EURid）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通過該協議加強兩個組織合

作，支持 IDN 和促進所有域名和電子郵件地址的全球通用性（Universal 

Acceptance，UA）。 

經歷兩年半的線上會議，ICANN 74 會議在荷蘭海牙舉行，以混合會議方式

回歸。我們致力於確保 ICANN 74 會議為所有與會者提供平等感受，並期待

ICANN 75混合會議再次成功。 

ICANN 也開始重新舉辦在地活動，逐步恢復疫情前的營運計劃。盡最大努力

在活動中，以風險評估做出明智的決策。該計劃第一階段，位於洛杉磯、華

盛頓和新加坡的 ICANN辦事處以及位於肯亞奈洛比的合作中心已對完整接種

疫苗的員工開放。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ICANN啟動了幾個公眾意見徵詢流程，這些流程是

ICANN 重要領域的關鍵里程碑。包括： 

● 域名註冊管理機構和註冊系統的普惠接受（Universal Acceptance，

UA）路徑圖，它提出如何測試這些系統的 UA 準備情況。在公眾意見徵詢期

結束後，該研究將與註冊管理機構和註冊服務機構共享，促進此類系統的 UA

準備妥當。 

● 審查職權範圍草案試點計畫。第三次當責與透明度審核（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Review，ATRT3）小組的報告中，(第 3.5節)要求進行新

的具體審查，即整體審查。ICANN董事會根據「社群商定的職權範圍」批准

了試點的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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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通用頂級域(gTLD)註冊資料共識政策。本公眾意見徵詢程序是為了

收集有關域名加速政策發展流程臨時規範的建議，而 ICANN董事會也採用了

通用域名支援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GNSO）

對於快速政策制定流程實施的意見。 

相關連結： 

Göran Marby(2022). ICANN CEO Report Highlights Org Activities. 

ICANN. 檢自：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ceo-

report-highlights-org-activities-14-09-2022-en (Sep. 2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回顧往年並規劃活動 

 

#182 CENTR 對歐盟地理標誌保護措施改革表示擔憂 

標題 CENTR 對歐盟地理標誌保護措施改革表示擔憂 

Tags 國際瞭望, CENTR, 地理標誌, 智慧財產權, 歐盟 

引言 

CENTR 對修訂歐盟地理標誌（GI）法律框架的長遠目標表示期待，因為這可

以確保生產優質農業、工藝品和工業產品，但是擔心目前的提案可能會對域

名系統產生不必要的後果，從而影響對基本網際網路基礎設施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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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998 

 

CENTR 是歐洲 ccTLDs 註冊機構的協會，對於歐盟將延伸地理標誌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GI）保護措施到域名的潛在影響表示擔憂。

CENTR 支持以替代爭議解決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承

認 GI 是一項受保護的權利，但要強調的是，許多 ccTLDs 已經有了完善的、

運作良好的 ADR 和司法程序，以確保線上智慧財產權得到保護。 

在歐洲註冊管理機構確立現有知識產權保護法的有效性之前，CENTR 指出，

按照擬議改革的建議，建立域名資訊和預警系統是沒有必要的，只會白費現

有的努力。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需要與其他利益相平衡，因此，CENTR 要求在

提案中省略對域名資訊和預警系統的任何提議。  

以下為完整評論之摘要： 

● 許多歐洲 ccTLD 明確禁止使用可能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域名。 

● 域名對GI 的爭議在歐盟很少見，可以在歐盟內有管轄權的司法機構或

ADR 中解決。 

● 必須確保對域名的任何 GI 保護延伸都不會與現有的商標保護以及歐洲

ccTLD 內既定的司法和 ADR 程式相矛盾，以解決域名爭議。 

● 需要在享受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其他線上商業或非商業活動之間保持公正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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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高法律的明確性，在適用的情況下，應將 GI 確認為一種權利，可

以在 ADR 中援引。 

● 為了提高法律明確度，並避免為農產品、手工業和工業產品建立不同的

GI 保護制度，必須確保立法提案在網上建立一致的 GI 保護。 

● 在歐洲 ccTLD 中承認 GI 為受保護的權利應僅限於已註冊的 GI。 

● 只有在司法當局做出適當決定或在歐洲 ccTLD 的既定 ADR 流程內，才

能請求以侵犯 GI 保護為由撤銷或轉讓域名。 

● 在使用含有受保護GI 的域名中任何的合法利益，或與現有 GI 相衝突的

域名的使用，都必須在適當的司法或 ADR 流程中進行評估。 

● 在沒有任何確定的資料表明 GI 在歐洲 ccTLD 域名內保護不足的情況下，

為了支持歐洲 ccTLD 現有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服務，立法提案中不能提及對

EUIPO 開發的域名資訊和警報系統的任何相關資訊。 

● 歐盟智慧財產辦公室（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EUIPO）可以促進關於歐盟 ccTLD 之間現有智慧財產權保護服務的資訊共

享，讓 GI 持有人瞭解如何在網際網路上有效行使其權利。 

● 與 EUIPO 的任何資料共享協議仍應是自願的，尊重成員國國家立法的侷

限性和歐盟的總體資料保護框架。 

相關連結： 

Lydia Pernal-Stoddart(2022). CENTR expresses concerns on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reform in the EU. CENTR. 檢 自 ：

https://www.centr.org/news/news/comment-gi-reform.html  (Sep. 2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地理位置圖標 

 

#183 Uber 被駭客入侵後進而調查網路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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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Uber 被駭客入侵後進而調查網路安全事件 

Tags 國際瞭望, Uber, 駭客 

引言 

據《紐約時報》報導，Uber 發現一漏洞，並在調查此事件時將其多個內部通

訊和工程系統關閉 。Uber 給 TechCrunch 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正在調查一

起網路安全事件，並正在與執法單位聯繫，但拒絕回答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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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紐約時報》報導，Uber 發現一漏洞，並在調查此事件時將其多個內部通

訊和工程系統關閉 。Uber 給 TechCrunch 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正在調查一

起網路安全事件，並正在與執法單位聯繫，但拒絕回答其他問題。 

駭客表示，入侵 Uber 是因為此公司的資安意識薄弱。據報導，攻擊者利用社

交工程入侵一名員工的 Slack 帳戶，說服交出一個允許駭客存取 Uber 系統的

密碼。這已成為最近針對包括 Twilio、Mailchimp 和 Okta 在內的知名公司

攻擊策略。根據 Acronis 的資安長 Kevin Reed 表示，攻擊者在網路共享文件

中發現高權限帳戶資料，可存取所有內容，包括正式系統、Uber 的 Slack 管

理介面和公司的端點檢測介面入口。 

Yuga Labs 的網路安全工程師 Sam Curry 表示威脅者可能可以存取公司的所

有漏洞報告，這意味著威脅者可能已經存取尚未修復的漏洞。HackerOne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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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資訊安全長 Chris Evans 表示，已與 Uber 的安全團隊保持密切聯繫，已鎖

定數據，並將繼續協助調查。 

但這不是 Uber 第一次受到威脅，早在 2016 年時，曾發生駭客從 5700 萬個

司機和乘客帳戶中竊取訊息，並且聯繫 Uber 要求 10 萬美元刪除這些資料，

Uber 向駭客支付款項，但並沒有透露相關消息。 

相關連結： 

Carly Page(2022).  Uber investigating cybersecurity incident after hacker 

breaches its internal network. TechCrunch. 檢 自 ：

https://techcrunch.com/2022/09/16/uber-internal-network-hack/ (Sep. 

26,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二進制數字降落，被駭客入侵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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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週期：2022/10/3-10/8 

#184 ICANN 的責任歸屬和透明度——IANA 轉移回顧 

標題 ICANN 的責任歸屬和透明度——IANA 轉移回顧 

Tags 國際瞭望, IANA, NTIC 

引言 
2016 年，美國政府將管理網際網路單一識別碼的職權，正式移交給全球網際

網路社群。 

摘要 

字數: 

720 

 

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ANA）轉型

至今已經過去了 5 年，停下來回顧這個關鍵時刻；總結學習到的教訓和經驗，

重新審視職務轉移的一些關鍵事件，以及謹慎的規劃如何確保 IANA 的職責從

美國政府成功轉移到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CANN）。我從我們

的工作中摘錄了幾個重要主題，可以在網際網路治理項目上找到完整的內容。 

2014 年 3 月，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宣布，它打算將關鍵的網際網路域

名管理職務移交給全球多方利害關係人 ICANN，並要求 ICANN 召集全球多

方利害關係人制定一項建議，以過渡 NTIA 目前在網際網路域名系統所扮演的

角色。正如NTIA 的宣布，這一職務轉移是多方利害關係人—ICANN 的自然演

變，這結果也是 ICANN創始人所設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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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們普遍支持轉移到全球多方利害關係社群，但 ICANN 社群中的許多人

對 ICANN 的運作之責任、透明度以及在沒有 NTIA 監督的情況下「獨立」的

情況表示擔憂。作為回應，ICANN社群開始了一個密切參與階段，確保所有必

要的問責機制和透明度結構到位以成功轉移職務。 

透過這項精心規劃的過程，ICANN社群開發設計了新的問責機制，使 IANA 的

職權能完好的移交於 ICANN 社群。確保網際網路單一識別碼（unique 

identifier）的安全、穩定與彈性。 

未來會如何？ ICANN 的多方利害關係人流程和問責制度正在持續中，儘管此

次疫情限制了人們親自參與會議，我們仍需持續關注此議題，以確保由私部門

主導 DNS 管理的最初願景會實現。 

相關連結： 

Keith Drazek(2022). ICANN’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 a 

Retrospective on the IANA Transition. CircleID. 檢 自 ：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919-icanns-accountability-and-

transparency-a-retrospective-on-the-iana-transition (Oct. 0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觀看回顧 

 

#185 隨著騷亂的加劇，伊朗限制了對 Instagram、WhatsApp 的存取 

標題 隨著騷亂的加劇，伊朗限制了對 Instagram、WhatsApp 的存取 

Tags 國際瞭望, 政策, 伊朗 

引言 

一名抗議女子在警方拘留期間死亡，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為了防止抗

議活動大規模擴散，伊朗政府限制了對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訪問，這

是該國僅存的兩個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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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4 日（三），22 歲的 Mahsa Amini 因「不合適的著裝」在德黑

蘭被道德警察逮捕，並在警方拘留三天後死亡，這引發了伊斯蘭人們的怒火，

他們對於受到制裁的自由和經濟等問題感到憤怒。 

NetBlocks 表示，在 Instagram 服務被封鎖數小時後，WhatsApp 的伺服器在

多個網際網路提供商上被中斷。NetBlocks 報告還稱，伊朗的電信商和一家公

司的網路出現「全國規模的連線性中斷」。 

資料顯示，自 9 月 19 日（一）以來，伊朗西部部分地區的網際網路服務幾乎

完全中斷，而自 9 月 16 日（五）首次爆發抗議活動以來，首都德黑蘭和該國

其他地區也面臨干擾。伊朗經常限制網際網路存取，使抗議者難以在社交媒體

上釋出影片以獲得支援，並獲得關於動盪程度的可靠報告。2019 年，政府關閉

網際網路約一週，以幫助扼殺政治化的抗議活動，引發了伊斯蘭共和國 40 年

歷史上最血腥的鎮壓。 

Tik-tok、YouTube、推特和臉書等社交媒體網站在伊斯蘭共和國部分地區經常

被封鎖，伊斯蘭共和國擁有世界上最嚴格的網際網路控制。但精通技術的居民

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繞過限制。 

相關連結： 

Shounak Dasgupta, Shinjini Ganguli, Anil D'Silva and Jonathan 

Oatis(2022). As unrest grows, Iran restricts access to Instagram, 

WhatsApp.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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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自：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iran-restricts-access-

instagram-netblocks-2022-09-21/ (Oct. 0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騷亂、聲浪加劇 

 

#186 Verisign 2022 年第 2 季域名產業現況簡介 

標題 Verisign 2022 年第 2 季域名產業現況簡介 

Tags 國際瞭望, Verisign, 域名, TLD 

引言 
註冊管理機構 Verisign 於今（2022）年 9 月公布了「2021 年第 2 季
域名產業現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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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管理機構 Verisign 於今（2022）年 9 月公布了「2021 年第 2 季域名產業

現況報告」，根據該份報告之統計結果，截至 2022 第 2 季，頂級域名（top-

level domain，TLD）的總註冊量為 3.515 億筆，相較於 2022 年第 1 季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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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了 100 萬筆，單季漲幅為 0.3%；若與去年同期（2021 年第 2 季）的總

量相比，則是減少了 10.4 萬筆，年度跌幅為 3%。註冊量最高的前三大 TLD 依

序為.com、.cn 以及.de。 

TLD整體當中，由Verisign營運的通用頂級域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

gTLD）.com 和.net，在 2022 年第 2 季的總註冊量分別為 1.611 億與 1320

萬，兩者合計達 1.743 億，相較於 2022 年第 1 季減少了 40 萬筆，單季跌幅

為 0.2%；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成長了 370 萬筆，年度漲幅為 2.2%。

結算至 2021 年第 2 季末，一年內新註冊的.com 和.net 域名共計 1010 萬筆，

去年同期的新註冊量則是 1170 萬筆。 

在 ccTLD 方面，截至 2022 年第 2 季的總註冊量為 1.341 億筆，相較於 2022

年第 1 季增加了 70 萬筆，單季漲幅為 0.5%；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增

加 260 萬筆，年度漲幅為 2%。註冊量最高的前三大 ccTLD 依序為：.cn、.de

以及.uk。 

而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截至 2022 年第 2 季的總註冊量為 2700 萬

筆，占整體 TLD 的 7.7%，相較於 2022 年第 1 季增加 70 萬筆，單季漲幅為

2.6%；若與去年同期的總量相比，則是減少 410 萬筆，年度漲幅達 18.1%。

其中，前十大 New gTLD 共占整體註冊量的 51.7%，而註冊量最高的前三大

New gTLD 依序為.xyz、.online 以及.top。 

相關連結： 

Verisign(2022). The Domain Name Industry Brief Q2 2022 DATA AND 

ANALYSIS. Verisign. 檢自 ： https://www.verisign.com/en_US/domain-

names/dnib/index.xhtml (Oct. 03, 2022) 

https://www.verisign.com/assets/domain-name-report-Q22022.pdf  

(Oct. 0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域名概念圖 

 

#187 隨著用戶數量的增長，Starlink 頻寬速度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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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隨著用戶數量的增長，Starlink 頻寬速度變慢 

Tags 國際瞭望, Starlink, 頻寬速度 

引言 

隨著越來越多的用戶註冊 Starlink 衛星服務，使得全球的下載速度有所下

降。根據網路情報公司Ookla 一份報告，在過去一年，Starlink 服務的速度

在其調查的每個國家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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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來越多的用戶註冊 Starlink 衛星服務，使得全球的下載速度有所下降。

根據網路情報公司Ookla 的一份報告，在過去一年，Starlink 服務的速度在其

調查的每個國家都有所下降，在 2021 年第二季至 2022 年第二季期間，美國、

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和紐西蘭的下載速度中位數下降 9%至 54%之間。 

報導顯示隨著 Starlink 用戶數量的增加，服務品質可能會有所下降，SpaceX 

的商業銷售副總裁 Jonathan Hofeller 表示，Starlink 服務現在有 700,000 名

用戶，高於 5 月份報告的 400,000 人，且年初僅為 145,000 人。 

然而，研究指出，Starlink 在 2022 年第二季在北美仍然實現至少 60Mbps 的

中位下載速度，這對於可能沒有其他高速網際網路接入的農村地區用戶來說極

其重要。  

在歐洲，Starlink 服務在 2022 年第二季超過 16 個國家的固網寬頻服務的下載

速度，甚至在 10 個國家達到超過 100Mbps 的下載速度。相比之下，根據 

Ookla 的數據，2022 年第二季度，僅在羅馬尼亞、西班牙、葡萄牙、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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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和荷蘭六個國家，固網寬頻服務的中位數下載速度可達到 100Mbps 以

上。 

總體而言，Starlink 似乎從報告中得到好的結論，該報告表明，雖然隨著更多

客戶的註冊，速度可能有所下降，但在許多地區的表現仍然優於固網寬頻，並

且還是多個地區中最快的衛星供應商。 

相關連結： 

Dan Robinson(2022). Starlink broadband speeds slow as subscriber 

numbers grow. TheRegister. 檢 自 ：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09/23/starlink_broadband_speeds_sl

ow/ (Oct. 0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木塊堆疊，下降趨勢 

 

#188 印度正在重新利用其 COVID-19 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和疫苗接種網站 

標題 印度正在重新利用其 COVID-19 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和疫苗接種網站 

Tags 國際瞭望, COVID-19, 追蹤 

引言 

印度一位資深官員表示，印度政府正計劃使用 Aarogya Setu 作為該國的獨立

健康應用程式。此應用程序將使居民能夠預約體檢並使用二維條碼驗證註

冊，以減少在醫院排隊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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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正在重新利用其 COVID-19 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和疫苗接種網站，以解決

南亞國家的健康問題。一位資深官員表示，印度政府正計劃使用 Aarogya Setu

作為該國的獨立健康應用程式。此應用程序將使居民能夠預約體檢並使用二維

條碼驗證註冊，以減少在醫院排隊等候。 

Aarogya Setu 已於 2020 年推出，且下載量已超過 2.4 億次。推出後不久，

Aarogya Setu 引起隱私倡導者對該應用程式追蹤個人的一些擔憂。然而新德

里當局當時表示所謂的缺陷是在應用程式中的功能設計。幾週後，該應用程式

即被開源。 

印度政府目前還在重新調整 COVID-19 疫苗接種網站 CoWIN 的用途，以服務

於該國的普及免疫計劃。改造後的網站將允許使用者尋找並獲得國家免疫計劃

涵蓋的強制性疫苗，並試圖幫助小型診所醫生將其用作為診所的健康訊息管理

系統。 

公共政策智庫 The Dialogue 的創始主任 Kazim Rizvi 表示，重要的是為此目

的收集的任何資料都只能專門用於該目的。數位民權組織 SFLC.in 的法律總監

Prasanth Sugathan 表示，通過 Aarogya Setu 和 CoWIN收集的資料不應用

於任何其他目的，因為如此使用將違反目的限制原則。 

相關連結： 

Jagmeet Singh(2022). India is repurposing its COVID-19 contact tracing 

app and vaccination website. TechCrunch. 檢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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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chcrunch.com/2022/09/25/india-aarogya-setu-contact-

tracing-app-cowin-vaccination-repurpose/ (Oct. 03,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追蹤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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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週期：2022/10/10-10/15 

#189 國際電信聯盟 ITU 新任秘書長 Doreen Bogdan-Martin 

標題 國際電信聯盟 ITU 新任秘書長 Doreen Bogdan-Martin 

Tags 國際瞭望, ITU 

引言 
國際電信聯盟第 12 屆秘書長，由 Doreen Bogdan-Martin 以高達 85%的得

票率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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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

秘書長選舉，由 Doreen Bogdan-Martin 當選第 12 屆秘書長。在 164 票中獲

得 139 票，以高達 85%的得票率當選，而其中只有 15 個國家支持俄羅斯代

表 Rashid Ismailov，後者試圖以政治手段分裂網際網路。 

Doreen 與 1959 年當選的美國候選人 Gerry Gross 背景相似。兩人都擔任國

際電信聯盟高級官員數年，俄羅斯在 1950 年代，也致力於分裂國際電信聯盟。

1990 年 Doreen 於國際電信聯盟總秘書處政策部任職，四年前被選為發展署

負責人。Doreen 和 Gross 一樣，在 ITU 這個龐大的組織有長達 25 年的學習

經驗。 

國際電信聯盟是由四個機構組成的聯盟，這些機構基本上是自治的，秘書長只

負責管理總秘書處，並在全權代表大會和國際電信聯盟理事會的幫助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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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治理專家 Anthony Rutkowski 表示，秘書長的職位為整個組織發揮非常

重要的協調和領導作用，並部署國際電信聯盟和大眾需要的資源。Doreen 帶

來了嶄新的熱情和活力，儘管國際電信聯盟一直是唯一處理電信和資訊網路的

國際組織，包括協調無線電頻譜這一極為重要的獨特作用，但過去國際電信聯

盟一直缺乏這份活力，導致整個組織的動力嚴重萎縮。 

Doreen 將領導國際電信聯盟，擁有過去曾存在的國際價值。她作為首位當選

女性且是國際電信聯盟實質的歷史學家，對工作的持久奉獻精神和熱情值得所

有人的支持，以幫助她在任期內實現數位包容與合作的新復興。 

相關連結： 

Anthony Rutkowski(2022). ITU Secretary-General Elect Doreen Bogdan-

Martin. CircleID. 檢 自 ：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929-itu-

secretary-general-elect-doreen-bogdan-martin (Oct. 10, 2022) 

圖片來源：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Photo created by ITU 

圖片說明(中文)：Doreen Bogdan-Martin 被國際電信聯盟（ITU）成員國選

舉為第十二任秘書長。 

 

#190 微軟：駭客使用開源軟體和假職缺進行網路釣魚攻擊 

標題 微軟：駭客使用開源軟體和假職缺進行網路釣魚攻擊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釣魚, 駭客 

引言 
微軟警告稱，駭客正在使用開源軟體和假社群媒體帳戶，利用假職缺欺騙軟

體工程師，事實上這些假職缺將使軟體工程師遭到惡意軟體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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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警告稱，駭客正在使用開源軟體和假社群媒體帳戶，利用假職缺欺騙軟體

工程師，事實上這些假職缺將使軟體工程師遭到惡意軟體攻擊。 

據微軟高級長期威脅研究小組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APT) 的分析師

表示，此駭客團隊一直在使用木馬化的開源應用程式和求職社群平台 LinkedIn

的招聘誘餌來攻擊科技行業的員工。根據微軟威脅情報中心（Microsoft Threat 

Intelligence Center，MSTIC）公告自 4 月下旬以來，已經發現該組織使用

PuTTY、KiTTY、TightVNC、Sumatra PDF Reader 和 muPDF/Subliminal 

Recording 軟體安裝程式進行攻擊。 

微軟檢測到名為 ZINC 的網路攻擊，針對目標為安全研究人員，在 7 月該集團

在以假職缺的工作機會進行魚叉式網路釣魚 (spear phishing)。MSTIC 指出，

微軟研究人員已經觀察到魚叉式網路釣魚是 ZINC 的主要策略，但也使用戰略

性地使用被攻破的網站與社群媒體。 微軟旗下 LinkedIn 的安全團隊發現這些

行為者創建假個人資料，以冒充技術、國防和媒體娛樂領域公司的招募人員。 

美國當局警告美國和歐洲公司要提防去年申請支持和開發人員職位的 IT 承包

商。MSTIC 警告，ZINC 主要針對在英國、印度和美國的媒體和在資訊技術公

司工作的工程師和技術專業人員。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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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Tung(2022). Microsoft: Hackers are us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fake jobs in phishing attacks. ZDNet. 檢 自 ：

https://www.zdnet.com/article/microsoft-hackers-using-open-source-

software-and-fake-jobs-in-phishing-attacks/ (Oct. 1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網頁上出現假新聞和放在筆記本電腦的放大鏡 

 

#191 美國 Magellan Health 公司在資料洩漏和延遲通報後以 143 萬美元和

解 

標題 美國 Magellan Health 公司在資料洩漏和延遲通報後以 143 萬美元和解 

Tags 國際瞭望, 資料洩漏, 網路安全, 網路釣魚 

引言 
Magellan Health 已同意向受害者支付 143 萬美元，以解決其因資安防護不

足而導致發生於 2019 年的網路釣魚攻擊和患者資料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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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ellan 是一家第三方醫療照護服務供應商，為美國各地的健康計劃和其他

醫療照護機構提供照護管理服務。2019 年 7 月 5 日的通知顯示，該公司一個

員工電子郵件帳戶被盜用來傳送垃圾郵件。調查人員認為，駭客可能始於成功

的網路釣魚攻擊或其他詐欺策略，例如員工無意中向攻擊者提供電子郵件帳號

密碼。 

2019 年 10 月，Geisinger Health 是第一個通知患者其一些健康資料因

Magellan 事件而洩露的醫療保健機構。2019 年秋季，約有 27 萬人被告知潛

在的資料洩露。洩露的資料包括患者姓名、社會安全號碼、處方、身份證號碼

和診斷等等。 

受影響的患者迅速對 Magellan 提起訴訟，他們對於通知受害者的時間太晚感

到特別不滿，同時也質議了幾個月來 Magellan 未能發現此事件。患者聲稱，

漏洞本身是供應商未能有效保護患者資料的「直接結果」，供應商應採取標準

和合理的措施來防止資料洩露。 

該事件似乎是為了惡意手段而設計的，而不是為了獲取患者資料，但 Magellan

無法排除資料是否被存取、檢視或洩露。儘管訴訟指出，駭客「已經開始使用

資料進行欺詐」，但它沒有詳細說明那些被指控的欺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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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ellan 繼續否認所有不當行為的說法，並聲稱沒有證據表明任何第三方實

際檢視過這些資訊。然而，進一步的訴訟將是曠日持久而昂貴的，訴訟最好是

完全和解以解決這事件。 

擬議的和解將解決這些索賠案件，個人可以申請高達 225 美元的普通自付費

用，如信用報告費用、網際網路和電話費用，以及每小時 15 美元的損失時間。

患者還可能因身份遭竊或其他與事件相關的欺詐而獲得 2500 美元的特別費

用，以及每小時 15 美元的損失時間。聽證會將於 12 月舉行。 

相關連結： 

Jessica Davis(2022). Magellan Health settles for $1.43M after data breach, 

delayed notification. SC MEDIA. 檢 自 ：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incident-response/magellan-

health-settles-for-1-43m-after-data-breach-delayed-notification (Oct. 

1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資料洩漏 

 

#192 電信行業渴望墨西哥監管機構採用高速 Wi-Fi 6 技術 

標題 電信行業渴望墨西哥監管機構採用高速 Wi-Fi 6 技術 

Tags 國際瞭望, Wi-Fi 6, 5G, IFT 

引言 
墨西哥電信監管機構推遲批准 Wi-Fi 6，使墨西哥家庭和企業無法獲得這可達

成「歷史性高速」的網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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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電信監管機構推遲批准 Wi-Fi 6，使墨西哥家庭和企業無法獲得這創下

歷史的網路速度。Wi-Fi 6 是一種新的無線技術，目前已在巴西使用。Wi-Fi 6

就像 5G 技術一樣，是現代創新的重要部分，提供更快的連接速度和更大的頻

寬。頻率範圍在 5925到 7125MHz之間，通常被稱為 6GHz頻譜。 

自 2018 年競選總統以來，總統 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 承諾擴大引

入墨西哥的網際網路服務，但根據墨西哥電信研究所（Mexico's Federal 

Telecommunications Institute，IFT）的最新數據，該國只有約 60%的家庭有

網際網路服務。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來說，串接網際網路是一大挑戰，因為

這些國家的農業人口占比很高。 

6 GHz頻段可以提供更廣的頻率範圍，提升連接 Wi-Fi 網路的設備速度。 

然而，美國晶片製造商英特爾（Intel）的高級主管 Carlos Rebellon 表示，監

管機構仍在追趕快速進步的技術。「Wi-Fi 6 是顛覆性的改革，對準備實施的新

創公司和創新者來說很有吸引力，但監管機構還沒有準備好。這項技術是 20 年

來 Wi-Fi 傳輸速度的大躍進。」 

墨西哥應用科學與技術發展研究所（Mexico's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ICAT）的 Jose Luis Solleiro 表示，透過

5G 和 Wi-Fi 進行數位化轉型挑戰性很高，需要先採取措施，穩固基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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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國內普遍可用，政府有必要在研究和創新上進行投資，而不僅僅只在表

面。 

IFT 可以選擇完全批准 Wi-Fi 6 的新頻段，或是將其中一部分用於擴大 5G 服

務。美國將 6GHz頻段的頻譜專門分配給 Wi-Fi 服務，而智利則決定將頻段共

享在免費 Wi-Fi 和授權使用之間，為 5G留下擴展空間。 

相關連結： 

Aida Pelaez-fernandez(2022). Telecoms industry eager for Mexican 

regulator to adopt speedy Wi-Fi 6.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telecoms-industry-eager-

mexican-regulator-adopt-speedy-wi-fi-6-2022-09-30/ (Oct. 1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公共免費 Wi-Fi，許多人依靠 Wi-Fi 上網 

 

#193 ICO 表示資料共享：英國國防部和內政部忽略了人們的資訊請求 

標題 ICO 表示資料共享：英國國防部和內政部忽略了人們的資訊請求 

Tags 國際瞭望, ICO, 政府, 英國, 資料治理 

引言 

英國資訊專員辦公室（ ICO）是一個獨立的監督機構，其目的是促進公共機

構的開放性和個人的資料隱私。ICO 表示，當被問及公眾資料時，它呼籲受

點名的「七個組織」不要忽視了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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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定主體之近用權請求（Subject Access Request，SAR）必須在一到三

個月之間獲得回應，然而政府部門一再錯過該截止日期，這導致 ICO 的監管行

動，包括譴責以及根據《資訊自由法》釋出的建議。 

沒有回應請求的組織分別是，國防部、內政部、Kent 警察局(Kent Police)、

Virgin 媒 體 (Virgin Media) 、 克羅伊登自治 市 (London boroughs of 

Croydon)、哈克尼自治市(London boroughs of Hackney)和蘭貝斯自治市

(London boroughs of Lambeth)。這七個名單是在一系列投訴後確定的，這

些投訴涉及它們未能在規定的時間範圍內做出回應甚至沒有回應，以及扣留申

請民眾的資訊。 

一些投訴包括：申請人要求獲得收養檔案，卻被告知「似乎沒有人知道這些檔

案在哪裡」；一項涉及兒童庇護的申請，申訴人表示，他只需要庇護紀錄副本

就可以提交人道主義申請，然而追蹤了七個月了仍一無所獲，只要他客戶的孩

子留在這個國家，就會不斷面臨風險。 

直接點名和羞辱不遵守規定的組織是 ICO 新的積極手段。資訊專員 John 

Edwards 告訴 BBC，能夠問一個組織「你有我的什麼資訊」和「如何使用我的

資訊」是基本權利，它提供了透明度和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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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對侵權行為採取了監管行動，這些組織有三到六個

月的時間進行改進，或者可以採取進一步的執法行動。其內容包括： 

● 國防部：9000 項請求尚未得到回應，人們通常要等待超過 12 個月才獲得

資訊。 

● 內政部：未能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僅有的 21,000 個請求。 對 ICO 的投訴顯

示，投訴人因此遭受了重大痛苦。 

● Kent 警察局：一些請求花了 18 個多月的時間才做出回應。 

● Virgin 媒體：2021 年的六個月裡，在 9500 項請求中有 14%沒有得到回

應。 

相關連結：Shiona McCallum(2022). Data sharing: MoD and Home Office 

ignored people's data requests - ICO. BBC. 檢 自 ：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63048984 (Oct. 10,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共享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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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週期：2022/10/17-10/22 

#194 英國監管機構以航空公司 Wi-Fi 競爭為由要求 Viasat 停止對 Inmarsat 
的收購 

標題 
英國監管機構以航空公司 Wi-Fi 競爭為由要求 Viasat 停止對 Inmarsat 的

收購 

Tags 國際瞭望, Wi-Fi, 航空 

引言 

在英國監管機構於 10 月裁定 Viasat 的收購英國行動衛星通訊公司 Inmarsat

的計畫實施後，可能會影響航空公司 Wifi 服務市場的競爭，導致該計劃案遭

到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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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監管機構於 10 月裁定 Viasat 的收購英國行動衛星通訊公司 Inmarsat

的計畫實施後，可能會影響航空公司 Wifi 服務市場的競爭，導致該計劃案遭到

停擺。 

去年 11 月， Viasat 同意以 73 億美元收購 Inmarsat，此後一直在尋求歐洲和

美國當局的批准，而競爭與市場管理局  (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 的批准是近一年來的最後障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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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公司在國防和安全領域極其重要，Inmarsat 為航空、航運和政府部門提供

衛星通訊服務的提供商。該公司民航部門目前與 Viasat 合作，其中包含在飛機

上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快速新興市場，現今為飛機提供飛行中連接(in-flight 

connectivity，IFC)競爭最為激烈。 

CMA 的高級主管 Colin Raftery 表示，機載 Wi-Fi 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市場，但

合併後的公司目前是其中的兩個關鍵參與者，而且仍不確定下一代的衛星運營

商是否能夠與其競爭。 

Viasat 的執行長 Mark Dankberg 表示，人們對高性能與可負擔得的機上網際

網路感興趣，儘管 IFC 業務在合併後總收入佔不到 10%，CMA 進行第二階段

審查的決定並不讓人意外。Viasat 打算與 CMA 密切合作，以表明交易將通過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增加全球 IFC 的可用性來使客戶受益。 

相關連結： Andrew Chuter(2022). UK regulators halt Viasat-Inmarsat 

takeover, citing in-flight internet. DefenseNews. 檢 自 ：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22/10/06/uk-

regulators-halt-viasat-inmarsat-takeover-citing-in-flight-internet/  

(Oct. 1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寫著 STOP 的木塊排列 

 

#195 .COM 和 .NET 的價格上漲：對兩個 TLD 成長表現產生的影響 

標題 .COM 和 .NET 的價格上漲：對兩個 TLD 成長表現產生的影響 

Tags 國際瞭望, TLD, Verisign 

引言 

Verisign 幾天前宣布，.COM 和.NET 頂級域名的註冊量減少了 40 萬，是歷

史上的第一次。本文將探討這一減少是否與 2021 年 9 月和 2022 年 9 月的連

續漲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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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8 日，.COM 和.NET 頂級域名的註冊機構 Verisign 宣布，從

2023 年 2 月 1 日起，將對.NET 域名提高 10%的價格上漲。幾個月前，.COM 

TLD 宣布從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漲價，這是自 2012 年以來的第二次漲價，兩

者的價格將都超過 10 美元。.fr 註冊管理機構 Afnic 發表了一份簡短的研究報

告，以評估價格變化對兩個頂級域名表現的影響，並根據收集的資料對

Verisign 的商業策略提出質疑。 

.COM 和.NET TLDs 的表現 

根據計算，.COM 在 2022 年的趨勢是： 

● 增長明顯放緩，可能從 2021 年的 5.3%下降到 2022 年的 2%左右 

● 新增數量急速地下降 9%，然而，鑑於 2021 年是 COVID 疫情的特殊高

點。如果 2022 年的創建量在 3800 萬筆左右，將與 2019 年的水準相當，這

意味著 「壯觀 」的下降實際上只是恢復到 「正常 」活動水準。 

● 刪除和保留域名的數量增加，後者超過了前者，保留率的增加將視為一種

增加的額外紅利。 

簡而言之，以目前情況來說漲價的影響是相對小的，新增量的下降可以用新冠

疫情後的「恢復正常」來解釋，而且續訂量也沒有下降。此事表明，與價格相

比，.COM 是相對有彈性的；或者是因目前離漲價時間太近，無法從續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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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出明顯差距；或也有可能漲價的規模還不足以迫使大部分持有人作出取

捨。 

.NET TLD 的指標顯示出非常不同的面貌， 2022 年的趨勢是： 

● 數量稍微下降 3%。 

● 與 2021 年相比，新增數量大幅下降 14%，遠低於 2020 年之前 230 萬筆

的水準。 

●  保留域名的資料庫處於平衡狀態，刪除數量略有增加 0.2%。 

Verisign 需要在一系列相互衝突的因素中做出權衡。一方面，為了保護其收入

和利潤，通過提高價格來抵消其頂級域名註冊數量成長放緩或下降的威脅；另

一方面，通過保持有吸引力的價格來保護頂級域名，使其與國碼頂級域名和新

通用頂級域名相比下仍保持競爭力。只有未來才能知道 Verisign 是否做出了

正確的選擇，最重要的是，價格影響將在什麼情況下開始顯現出來。 

相關連結： Loic Damilaville(2022). Price Increases for .COM and .NET: The 

Generated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wo TLDs.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1007-price-increases-for-.com-

and-.net-the-generated-impact-on-performance-of-two-tlds  (Oct. 1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價格上漲 

 

#196 ICANN 在網路安全月推廣網路安全實踐 

標題 ICANN 在網路安全月推廣網路安全實踐 

Tags 國際瞭望, DNS, DAAR, DNSTICR, DNSSEC, KINDNS 

引言 十月是歐盟的「網路安全月」，ICANN利用此次活動推廣網路安全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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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的使命是確保域名系統（DNS）的安全、穩定與彈性。十月是歐盟的

「網路安全月」，ICANN 將利用此次活動推廣 ICANN 的網路安全實踐，以下

列舉了我們展開的四項重要工作。 

域名濫用通報系統（DAAR） 

5 年前，ICANN 開發了 DAAR，追蹤網路釣魚、惡意軟體、殭屍網路的命令

與控制與垃圾郵件等的安全威脅資料。 

根據近 4 年的資料，通用頂級域名和新通用頂級域名的註冊量，雖然持續增加，

但造成威脅的域名並沒有增加，整體趨勢略有下降。截至今日，依據 DAAR 資

料顯示，所有註冊域名中有惡意目的域名大約佔了 1%。 

域名安全威脅資訊蒐集與通報（DNSTICR） 

2019 年的疫情期間啟動了 DNSTICR 項目，目的是為監控並打擊惡意網站，專

門搜索與疫情和俄烏戰爭相關的網路釣魚或惡意軟體域名。蒐集可靠的證據來

判斷可疑的域名以及明顯是惡意的域名，將這些報告提供註冊機構，幫助他們

快速查明並採取對應措施。 

從 2020 年初到 2022 年 8 月末，我們觀察到有大約 470,000 個新註冊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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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索詞匹配，其中大約有 26,500 個註冊域名存在惡意使用跡象。 

域名系統安全擴展（DNSSEC） 

我們強烈鼓勵使用 DNSSEC 來提升 DNS 的安全性。它讓偽造 DNS 資訊無法

實現，化解「DNS 快取污染」（cache poisoning）。在這種攻擊中，攻擊者

會使解析器返回錯誤的資訊。 

透過 DNSSEC，源頭所有者會進行加密簽名，而生成的數位簽名將在每次 DNS

查詢時發送，DNS 客戶端將驗證簽名，確認自所有者簽名後資訊沒有被更改，

也沒有在傳輸過程中被攻擊者篡改。 

DNS 和命名安全知識共用和實例化規範（KINDNS） 

ICANN 於 2022 年 9 月 6 日啟動了 KINDNS 計畫。這一計畫旨在制定一個清

晰的 DNS 安全營運最佳實踐框架，並鼓勵 DNS 營運商實施，為所有用戶打造

更安全且更具彈性的網路生態。 

ICANN與技術社群合作制定了 KINDNS，作為保障 DNS 營運安全的最佳實踐

機制。一個不論大小型 DNS 營運商都可以輕鬆遵循的簡單且有效框架，以維

護域名伺服器在地理區域和拓撲結構上的多樣性。 

相關連結：Matt Larson and Samaneh Tajalizadehkhoob(2022). ICANN 

Promotes Good Cybersecurity Practices During EU Cybersecurity Month. 

ICANN. 檢自：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promotes-

good-cybersecurity-practices-during-eu-cybersecurity-month-03-10-

2022-en  (Oct. 1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以盾牌表示安全的概念 

 

#197 歐盟旨在解決對海底電纜的威脅 

標題 歐盟旨在解決對海底電纜的威脅 

Tags 國際瞭望, 歐盟,  海底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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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為應對北溪天然氣管道洩漏，歐盟委員會承諾將在 10 月 5 日改善關鍵基礎設

施的五點計劃加強對海底網際網路電纜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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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北溪天然氣管道洩漏，歐盟委員會承諾將在 10 月 5 日改善關鍵基礎設

施的五點計劃，加強對海底網際網路電纜的保護。俄羅斯至波羅的海的管道疑

似被破壞，使得歐洲關鍵基礎設施的潛在脆弱性成為布魯塞爾的焦點。 

橫貫大陸的海底電纜佔全球通訊傳輸訊務量的 99%，因此對全球經濟的正常運

轉至關重要，潛在的攻擊可能會導致通信中斷或機密資料被攔截。 

歐盟執委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保護這一關鍵基礎設施有助於所

有歐洲人的利益。因此，作為歐盟委員會五點計劃的一部分，歐盟必須做好準

備，應對歐洲基礎設施進行壓力測試，找出薄弱環節，並準備好如何應對。且

提高整體民防機制的反應能力，加上使用衛星監視來發現潛在威脅，並加強與

北約的合作。 

易受攻擊的網路 

自由派的歐洲議會議員 Bart Groothuis 表示，在過去的十年中，俄羅斯在深

海的研究以及過去三年的破壞能力投入大量資金。 

而北溪事件也與挪威北極地區最近發生的兩起事件相吻合。今年一條連接斯瓦

巴（Svalbard）群島的衛星地面站和挪威大陸的水下光纜被切斷。到 2021 年

底，超過四公里的電纜在挪威海岸消失。這兩種情況下，當局表示很可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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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引起的，沒有自然現象可以加以解釋。儘管俄羅斯強烈否認其參與管

道破壞活動，但仍要求並啟動調查。 

相關連結： Laura Kabelka(2022). EU aims to tackle threats to submarine 

data cables. EURACTIV. 檢 自 ：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digital/news/eu-aims-to-tackle-

threats-to-submarine-data-cables/ (Oct. 1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電纜穿梭在海底中 

 

#198 歐盟監管機構反對科技公司為通訊基礎設施買單 

標題 歐盟監管機構反對科技公司為通訊基礎設施買單 

Tags 國際瞭望, BEREC, 5G, 科技巨頭 

引言 
歐洲電子通傳監管機構於 2022 年 10 月 11 號，公佈初步調查結果，表示不

支持讓 Google 和 Netflix 等科技巨頭為網際網路通訊基礎架構付費的想法。 

摘要 

字

數： 

642 

 



408 
	

歐 洲電子通傳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REC）表示：「評估目前的市場狀況，BEREC 不認為

網路平台需要進行補償。」發表這份報告時，正值歐洲聯盟委員會對於「網路

平台是否有義務為 5G 網路等數位基礎設施提供資金」展開辯論，因為這些網

路平台服務會大量使用 5G 網路。 

電信業者認為，Google、Netflix、Meta、Amazon、Microsoft 和 Apple 應

該為電信基礎設施支付「應該負的責任」，因為這些平台的服務佔了網際網路

流量的一半以上。 

然而，歐洲數位權利組織（European Digital Rights，EDRi）擔心，如果科技

公司為基礎設施提供資金後，就會與電信業者達成協議變為合作關係，電信業

者偏好提供流量給科技公司，破壞網路中立原則。 

包含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Orange 集團、西班牙電信（Telefonica）

等公司組成的歐洲電信網路營運商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Operators Association，ETNO），拒絕接受 BEREC 的調查結果，

認為其論點過時，並表示會向歐盟委員會提交新證據以表達立場。 

BEREC 的調查結果顯示，網際網路生態在過去已經證明能夠適應流量的不斷變

化，如果遵循 ETNO 的建議可能會對網際網路造成重大傷害。 

歐盟內部市場執委 Thierry Breton 表示，將會在 2023 年初審查此事。 

相關連結：Frank Jack Daniel and Mark Potter(2022). EU regulators group 

against big tech paying for telco infrastructure. Reuters. 檢 自 ：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eu-regulators-

group-against-big-tech-paying-telco-infrastructure-2022-10-11/  (Oct. 

1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反對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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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週期：2022/10/24-10/29 

#199 烏干達新法律限制使用網路 

標題 烏干達新法律限制使用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網路限制, 烏干達 

引言 
烏干達總統 Yoweri Museveni 簽署一項新法律，將一些網際網路活動定為刑

事犯罪，儘管民眾擔心該法律可能被用來壓制正當的批評。 

摘要 

字

數： 

319 

 

烏干達總統 Yoweri Museveni 簽署一項新法律，儘管民眾擔心該法律可能被

用來壓制正當的批評，他依舊將一些網際網路活動定為刑事犯罪，。 

在 9 月該法案已由立法機關通過，一位立法者表示，必須懲罰躲在電腦幕後傷

害他人的人，利用虛假的、惡意、仇恨和無根據的訊息，濫用在社交媒體平台，

進而影響對隱私權的享受。 

根據總統發言人的聲明，Museveni 簽署該新法案，新增在 2011 年時關於濫

用電腦的法律限制，該立法提議在某些情況下，未經他人同意傳輸個人訊息以

及未經授權分享或截取訊息有關的罪行最高可判處 10 年監禁。 

該法的反對者表示，許多反對者多年來無法進行街頭抗議，但經常在 Twitter

和其他線上網站發表意見，因此反對者表示，該項新法將扼殺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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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Associated Press(2022). New law in Uganda imposes restrictions on use 

of internet. The Standard.   

檢自： 

https://www.standardmedia.co.ke/africa/article/2001458245/new-law-

in-uganda-imposes-restrictions-on-use-of-internet (Oct. 2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書籍與法槌代表法律 

 

#200 澳洲零售公司 Woolworths 旗下電商用戶資料遭洩漏 

標題 澳洲零售公司 Woolworths 旗下電商用戶資料遭洩漏 

Tags 國際瞭望, 資安, 憑證濫用 

引言 
零售巨頭旗下的購物網站發生重大資料洩露事件， 約 220 萬名客戶的資料

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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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零售上市公司—伍爾沃斯集團（Woolworths）10 月 14 號表示，其

擁有 80%股份的線上 零售商 MyDeal 發現有 「受入侵的用戶憑證」

（compromised user credential）被用來進入系統，近 220 萬用戶的資料被

洩露。 

就在幾週前，澳大利亞第二大行動電話營運商 Optus，多達 1000 萬用戶資料

遭嚴重洩露，是此類事件中規模最大的事件之一，促使該國全面改革消費者隱

私規則。 

最新的網路攻擊緊隨 Optus 之後，澳大利亞最大的電信公司 Telstra Corp Ltd

的系統漏洞和健康保險公司 Medibank Private 檢測到其網路上的異常活動。 

MyDeal 表示，遭洩露的客戶資訊包括姓名、電子郵件、電話號碼、送貨地址，

以及曾購買酒類時用於核實年齡的客戶出生日期。 

MyDeal 進一步澄清，公司的網站和應用程式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伍爾沃斯集

團的其他平台也沒有受到影響。MyDeal 正聯繫受影響客戶，並已通知相關監

管機構和政府機構合作調查此事件。 

相關連結：  

Savio D'Souza and Dhanya Ann Thoppil(2022). Woolworths says data of 

online unit's 2.2 mln users breached. reuters. 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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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retail-consumer/woolworths-says-

data-online-units-22-mln-users-breached-2022-10-14/ (Oct. 2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表示許多資料在網路上傳輸 

 

#201 CENTR 發布關於歐洲國家域名註冊機構註冊資料準確性的白皮書 

標題 CENTR 發布關於歐洲國家域名註冊機構註冊資料準確性的白皮書 

Tags 國際瞭望, CENTER, 國家域名註冊機構註冊資料, 準確性 

引言 
歐洲國家頂級域名註冊機構（CENTR）發布一份關於歐洲國家域名註冊機構

註冊資料準確性的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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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頂級域名註冊機構(The Council of European National Top-Level 

Domain Registries, CENTR)發布一份關於歐洲國家域名註冊機構註冊資料準

確性的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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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資料準確性在國家和歐洲層面的監管領域越來越受到關注，正如最近完成

的 NIS 2 談判所表明，該談判對域名註冊管理機構和提供域名註冊引入資料準

確性的服務。 

該白皮書的目的是闡明在歐洲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ccTLD）中維護域名註冊資料庫準確和最新的做法。主要發現包括： 

● 域名空間內的資料準確性是指一系列不同的技術和監管義務，當涉及到域

名系統時，註冊人身份驗證只是整體討論的一個子集。儘管監管機構越來越關

注註冊人身份驗證，但域名內的資料準確性討論需要在域名註冊機構的所有符

合法規領域之間進行。 

● 歐洲 ccTLD 的註冊人身份辨識資料收集、驗證方式各不相同，取決於當

地要求和限制或特定資料集的相關性或可用性。由於這些地方的特殊性，不能

保證簡單地採用一個國家的一種政策或方法會在另一個國家產生同樣的結果。 

● 儘管缺乏解決註冊資料準確性問題的統一做法，但歐洲 ccTLD 一直被認為

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最佳做法，例如更廣泛的網路安全和促進線上信任。 

● 註冊資料準確性的相關流程和政策多樣性為歐洲 DNS 空間提供結構優

勢，因為避免單點故障並創建一個鼓勵創新的思想市場。 

相關連結：  

Lydia Pernal-Stoddart(2022). CENTR publishes White Paper on 

registration data accuracy in European national domain registries. CENTR. 

檢自： 

https://www.centr.org/news/news/data-accuracy-paper.html (Oct. 2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多國頂級域名 

 

#202 印度在農村地區推出 75 個數位銀行據點以推動普惠金融 

標題 印度在農村地區推出 75 個數位銀行據點以推動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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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國際瞭望, 印度, 數位政策, 數位銀行 

引言 
印度在全國各地的村莊和小鎮推出了 75家數位銀行據點，此舉將幫助更多公

民提供金融服務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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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於 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全國各地的村莊和小鎮推出了 75家數位銀行據

點，與 20 多家公私銀行合作成立的「數位銀行據點」是實體店，配備了平板

電腦和網路服務，以幫助個人和小企業開立儲蓄帳戶、存取政府計劃、貸款和

保險與資料審核等事項。 

以自助模式提供全天候服務，銀行可以自由利用數位商業設施和通訊服務，以

擴大數位銀行據點的足跡。此外，這些據點將提供數位支援區，以回覆個人和

小企業的問題，並聽取他們的建議。 

對於生活在村莊和小城鎮的人們來說，傳統的銀行服務一直有許多不便，即使

印度有超過 10 億個銀行帳戶，但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們通常不得不休息一天

到附近的城市處理銀行相關業務。印度總理 Narendra Modi 表示：「這項政

策已將確保銀行服務到達最後一英里路。重要的是，這不僅消除了實體距離，

也消除了心理距離。」 

「數位銀行據點」是政府多年來為該國遙遠地區人民服務的成果之一。政府於

2014 年啟動了一項計劃旨在讓所有公民獲得銀行和金融服務。總理 Narendra 

Modi 表示：「今天，整個國家都在經歷銀行帳戶的力量，這為沒有抵押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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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貸款開闢了道路，並為金錢移轉提供了更快速便利的方式。這些帳戶是提

供房屋、廁所、天然氣補貼的關鍵模式，可以無縫地確保農民計劃。」 

相關連結：  

Manish Singh(2022). India launches 75 digital banking units across rural 

areas in financial inclusion push. TechCrunch 

檢自： 

https://techcrunch.com/2022/10/16/india-launches-75-digital-banking-

units-in-rural-areas-in-financial-inclusion-push/ (Oct. 2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數位銀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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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週期：2022/10/31-11/5 

#203 美國發表關於伊朗關閉網路的聯合聲明 

標題 美國發表關於伊朗關閉網路的聯合聲明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FOC, 伊朗 

引言 美國國務院針對伊朗政府關閉網路服務行為，發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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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伊朗政府關閉網際網路服務，美國國務院發布了以下新聞稿： 

美國很高興參與自由線上聯盟（Freedom Online Coalition，FOC）就伊朗關

閉網際網路的聯合聲明。 

Mahsa Amini 被殺害後引發伊朗全國人民抗議，伊朗當局採取限制上網的措

施。對此，自由線上聯盟成員深感震驚並強烈譴責。 

為了達到進一步的言論審查，伊朗政府透過切斷行動網路，大規模關閉了全國

8400 萬人民的網際網路；阻擾社群媒體平台；並完全阻擋個人用戶、加密 DNS

以及傳送文字訊息等網際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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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萬伊朗人民使用這些工具彼此聯繫，與外界聯繫。伊朗政府通過封鎖、過

濾與關閉服務，壓制和平集會的權利以及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侵蝕公民自由

空間；逐漸加劇的經濟不穩定，醫療保健、急救服務和金融服務都遭到阻礙，

民眾無法支付工資、水電費和教育費用，且限制了國內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工

作，在網路關閉期間發生傷害或侵犯人權行為有關的任何事件都禁止報導。 

我們強烈呼籲伊朗政府，立即取消干擾或阻止其人民在網路上傳播訊息以及安

全通訊的行為。我們還要呼籲伊朗當局不要部分或完全關閉網際網路，也不要

封鎖或過濾服務，並尊重伊朗的國際人權義務，包括《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１９、２１和２２條需承擔的義務。 

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與伊朗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們不論線上和實體行使言

論和表達自由的權利。 

相關連結：  

Freedom Online Coalition(2022). Joint Statement on Internet Shutdowns 

in Ir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檢自：https://www.state.gov/joint-

statement-on-internet-shutdowns-in-iran/ (Oct. 3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窗戶貼著關閉的字樣 

 

#204 新開發的電腦晶片可在一秒內傳輸整個網際網路的流量 

標題 新開發的電腦晶片可在一秒內傳輸整個網際網路的流量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晶片, 網速 

引言 
哥本哈根丹麥技術大學的研究人員開發單一資料傳輸晶片，創造出 1.84 

Pbit/s 的驚人速度，幾乎是全球網際網路每秒流量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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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 1.84 petabits（Pbit/s）的傳輸速度，表示一秒能下載 2.3 億張照片，這

比整個網際網路骨幹每秒所能傳輸的流量還要多。 

哥本哈根丹麥技術大學（DTU），Asbjørn Arvad Jørgensen 和他的團隊研發

了一技術，能將光學元件與電腦晶片整合，他們在長 7.9 公里的光纖電纜上實

驗，使資訊流能分隔成數千個通道再一併傳輸。 

首先，該團隊將資訊流分成 37 個部分，每個部分由光纖電纜的單獨核心發送。

接下來，每個通道分成 223 個資料塊（data chunks），這些資料塊存在於電

磁波頻譜的單個切片中。也就是以光學頻率梳（Frequency comb）的方式分

隔，這允許資料以不同顏色（每種頻率）同時傳輸，不會互相干擾，大幅提高

了每個核心的容量。 

使用大型設備，資料傳輸速率已經達到了 10.66 Pbit/s，但這項研究創下使用

單一電腦晶片傳輸的記錄。這項技術創造出的簡單晶片，可以比現有的模型發

送更多的資訊，降低電力成本並增加頻寬。 

實驗中發送的資訊量非常龐大，沒有一台電腦能一次提供或接收這麼多訊息。 

Jørgensen 表示，在實驗中團隊透過傳遞「虛擬資訊」，每次測試一個通道的

輸出，以驗證所有資訊是否發送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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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平均網路流量約為每秒 1 Pbit/s，我們傳輸的是它的兩倍。雖然有

如此快的傳輸速率，但我們所使用的電纜橫切面不到一平方毫米，這表明，未

來的網路連線將會比現在有更大幅度的發展。」 

Jørgensen 還表示，該晶片需要一個持續發光的雷射，它會被分成多個頻率，

並將資料編碼到每個輸出流的獨立設備。這些可以全部整合到晶片上，使單一

資料流設備的尺寸和一個火柴盒差不多。而若是將設備提升到小型伺服器的尺

寸，能達到的傳輸資料量，則至少可跟 8251 個火柴盒一樣多。 

相關連結：  

Matthew Sparkes(2022). Chip can transmit all of the internet's traffic every 

second. NewScientist. 檢 自 ：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342833-chip-can-transmit-all-

of-the-internets-traffic-every-second/ (Oct. 3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網路資料在城市中傳輸 

 

#205 聖馬丁在 CaribIX 項目下啟動 Smart-IX 網路交換 

標題 聖馬丁在 CaribIX 項目下啟動 Smart-IX 網路交換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IXP, 政策, 網路 

引言 
位於加勒比海東北部的聖馬丁島推出了一個新的網際網路交換點（IXP），為

該地區建立一個更好、更快、更有彈性的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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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bIX 專案目標在聖馬丁島、聖巴瑟米和瓜地洛普建立和發展網際網路交換

點（internet exchange point，IXP），並承諾為這三個地區提供更好的網際

網 路效能、彈性和 安 全性，此專案由加勒比電信聯盟 （ Caribbean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CTU）協調，加勒比網路營運商（Caribbean 

Network Operators Group，CaribNOG）支持，INTERREG Caraïbes 計劃
資助，並由歐洲區域發展基金共同資助。 

法屬加勒比地區的新網際網路交換中心名為 Smart-IX，於 10 月在 CaribIX專

案下啟動，由英國、荷蘭和法屬加勒比地區的政府、私營部門和技術參與者之

間長期合作後推出的計畫。 

由 IXP 開發專家組成的 CaribNOG 團隊於 10 月 17 日至 21 日訪問聖馬丁，

進行硬體安裝、軟體配置和人力資源開發。隨著 Smart-IX 的發展，預計將有

更多的參與者加入。Smart-IX安裝的硬體包括 Cisco ASR 路由器、Cisco Nexus

交換機、Dell 管理伺服器，以及 Fortinet 防火牆，這些基礎設施將支援 IPv4

和 IPv6。此外，還有 IXP Manager 來管理基礎設施監控流量。 

相關連結：  

Gerard Best(2022). Saint Martin Launches Smart-IX Internet Exchange 

Under CaribIX Project. CircleID. 檢 自 ：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1022-saint-martin-launches-smart-ix-

internet-exchange-under-caribix-project (Oct. 3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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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網路資訊在地球上進行傳輸 

 

#206 ICANN 關於工作流程 2 實施的季度更新 

標題 ICANN 關於工作流程 2 實施的季度更新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ICANN, WS2  

引言 
ICANN 在解決工作流程 2（Work Stream 2，WS2）的實施取得進展，這是

2023 財政年度的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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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2（Work Stream 2，WS2）代表了一套經董事會批准的 95項問責

制和透明度相關建議，這些建議由加強 ICANN問責制度跨社群工作組(Cross-

Community Working Group on Enhancing ICANN Accountability, CCWG-

ACCT)提出。其中 58 個建議屬於 ICANN，30 個屬於社群，7 個建議共同屬於

ICANN 和社群。 

展望 2022 年第三個季度組織自有建議的實施情況，ICANN釋出了一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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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了社群就 ICANN績效和問責制提供的意見，從而將「完成」建議從 15 個

增加到 16 個。WS2 實施摘要–2022 年第 3 季度報告包括完整建議的實施檔案

連結。此檔案反映了建議的實施過程，包括指導實施的基本原則。 

與多樣性議題有關的另外三項建議目前正在進行之中，正在執行的建議總數從

42 項增加到 44 項。此外，該組織繼續支援社群團體的實施工作。2022 年 8

月，ICANN 在治理檔案彙編了現有社群團體成員的多樣化資訊，從而將成員多

樣化建議的狀態調整為「進行中」。 

目前，有 34 項屬於社群的建議正在進行中，WS2 社群協調小組（WS2 

Community Coordination Group，WS2 CCG）會繼續定期開會。有關 WS2 

CCG活動的更多資訊，請參見此處。 

相關連結：  

Giovanni Seppia(2022). ICANN Quarterly Update on Work Stream 2 

Implementation.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quarterly-update-on-

work-stream-2-implementation-20-10-2022-en (Oct. 3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資料更新 

 

#207 澳洲對重大網路攻擊後的資料洩露行為加重處罰 

標題 澳洲對重大網路攻擊後的資料洩露行為加重處罰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澳洲, 網路攻擊, 資料洩露 

引言 
澳洲總檢察官 Mark Dreyfus 表示，因前幾周備受矚目的網路攻擊洩露數百萬

澳洲人個資，將向議會提出對遭受重大資料洩露的公司增加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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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總檢察長 Mark Dreyfus 表示，將向議會提出對遭受重大資料洩露的公司

增加處罰，因前幾周備受矚目的網路攻擊襲擊數百萬澳洲人。 

自澳洲第二大電信公司，新加坡電信旗下的 Optus 於 9 月 22 日揭露駭客攻擊

導致多達 1000 萬筆帳戶的資料被盜，使得澳洲的電信、金融和政府部門一直

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此次攻擊之後，本月醫療保險公司 Medibank Private 發

生個資洩露事件，該事件涵蓋範圍導致 100 名客戶的個人資訊被盜，其中包括

醫療紀錄與診斷資訊。 

Dreyfus 表示將通過修訂隱私法，大幅增加對反複或嚴重侵犯隱私的處罰，擬

議將把最高罰款從目前的 222 萬澳元提高到 5000 萬澳元。總檢察長表示：當

澳洲人被要求將個人資料交給商業公司時，有權期望這些資料會受到保護。 

在 Optus 受到攻擊之後，兩家澳洲監管機構對該公司展開調查，該公司因未

能阻止駭客攻擊而受到猛烈抨擊，這是澳洲有記錄以來最大的駭客攻擊之一。 

相關連結：  

Alistair Bell(2022). Australia flags increased penalties for data breaches 

following major cyberattacks. reuters. 檢 自 ：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australia-flags-increased-

penalties-data-breaches-following-major-cyberattacks-2022-10-22/ 

(Oct. 3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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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二進制數字 0 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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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週期：2022/11/7-11/12 

#208 立法者敦促科技公司執行長採取更多措施幫助伊朗抗議者繞過網路審查 

標題 立法者敦促科技公司執行長採取更多措施幫助伊朗抗議者繞過網路審查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伊朗抗議者, 網路審查 

引言 
由 13 名美國議員組成的兩黨團體正敦促幾位美國科技公司執行長採取更多措

施，以幫助伊朗人民保持網際網路聯繫。 

摘要 

字

數： 

624 

 

因為伊朗政府在抗議活動中試圖審查通訊，由 13 名立法者組成的兩黨團體正

敦促幾位美國科技公司執行長採取更多措施，以幫助伊朗人民保持網際網路聯

繫。  

隨著全國人民繼續抗議，伊朗政權已採取積極措施阻止公民存取網際網路和反

政府訊息。議員要求 Amazon、Apple、Google、Meta、Microsoft 以及 
DigitalOcean 等，更積極主動為伊朗民眾提供服務。此外，美國財政部上個月

發布關於美國對伊朗制裁的指引，明確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遠距會議和提供虛

擬專用網路的雲服務可在伊朗營運。 

立法者特別指出四種不同類型的工具，希望雲服務和託管服務、訊息和通訊工

具、開發人員和分析工具以及存取應用程式商店能提通給伊朗人民使用。立法

者表示，這些類型的工具將幫助伊朗公民在政府強制關閉通訊的期間，得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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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方式與網際網路保持聯繫，並減少對國內基礎設施的依賴。多種安全通訊

工具的可用性，將使伊朗政權難以一次關閉所有工具。 

Google 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公司正在研究如何確保繼續存取一般可

用通訊工具，如 Google Meet 和其他網際網路服務。在 9 月，Google 地圖

在伊朗推出位置共享功能，讓人們可以知道親人在哪裡，Google 內部的 Jigsaw

團隊正在努力使其工具更廣泛地可用，以便伊朗用戶可以運行自己的 VPN 來

抵抗封鎖。 

Meta 目前尚未發表評論。而 Facebook 的所有者 Meta 已經在伊朗提供

Instagram 和 WhatsApp 服務，但這些服務受到政府的限制。 

相關連結：Lauren Feiner(2022). Lawmakers urge tech CEOs to do more to 

help Iranian protesters circumvent internet censorship. CNBC. 檢自：

https://www.cnbc.com/2022/10/28/lawmakers-urge-tech-ceos-to-do-

more-to-help-iranian-protesters.html (Nov. 0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進行審查 

 

#209 ICANN 參與 LACNIC 38 和 LACNOG 2022 

標題 ICANN 參與 LACNIC 38 和 LACNOG 2022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ICANN,LACNIC 38, LACNOG 2022 

引言 

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CANN)參與於 2022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

在玻利維亞聯合舉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 LACNIC 38 

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網路營運商 LACNOG 2022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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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CANN）參與於 2022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在玻利維亞聯合舉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Internet Addresses Registry，LACNIC）LACNIC 

38 和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網 路營運商 （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Network Operators Group，LACNOG）LACNOG 2022 活動。 

活動從週一的 DNS Hackathon 開幕，ICANN 北美和歐洲技術合作經理 

David Huberman 和 LACNIC技術長 Carlos Martinez以及作者大力支持這為

期一週的活動。教程涵蓋的主題包括網際網路、安全路由和自動化。黑客松本

身包括可讓參與者在一週內完成與 DNS 相關的設置任務和挑戰。 

週二，則由 ICANN 傑出技術專家 Alain Durnd 就新興域名技術發表演講。

其中一場主題為「創造歷史的公共政策」的小組討論，該討論活動是 LACNIC 

成立 20 週年紀念活動，參加人數眾多。 

週三作為 LACTLD 技術活動的一部分，舉行兩場演講，一場關於 DNS 安全威

脅，另一場是關於 DNS 安全和韌性協議等議題。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ountry 

code top-level-domain，ccTLD）社群的成員皆參加此次活動。 

最後，黑客松在週五結束，ICANN、LACNIC 和 LACNOG共同為參加本週活

動的所有哥倫比亞網路營運商和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舉辦「活動後會議」。會

議旨在對所有參與組織面臨的問題進行公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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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Nicolás Antoniello(2022). ICANN Participation in LACNIC 38 

and LACNOG 2022.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participation-in-lacnic-

38-and-lacnog-2022-27-10-2022-en (Nov. 0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參與會議 

 

#210 ICANN 在非洲和中東部署 DNSSEC 報告 

標題 ICANN 在非洲和中東部署 DNSSEC 報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DNS, 資安, KINDNS 

引言 

自從利用 DNS 漏洞的網路攻擊增加，相關社群開始關注 DNS 的安全性。多

年來，ICANN 一直通過各種活動和能力支援域名系統安全擴充

（DNS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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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erver，DNS）是網際網路上的一項關鍵服務。

自從利用 DNS 漏洞的網路攻擊增加，相關社群開始關注 DNS 的安全性。多年

來，ICANN 一直通過各種倡議活動和能力建構計劃支援域名系統安全擴充

（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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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SEC 是用於保護 DNS 解析資料的方法之一。域名註冊人、系統管理員或

DNS 管理者使用公鑰加密和雜湊演算法在權威域名伺服器中簽署 DNS 紀錄。

通常在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基礎設施或企業網路內部的 DNS 遞歸解析器，會

驗證所收到的 DNS 回復資訊的簽名真實性和完整性。 

為促進非洲和中東地區採用 DNSSEC，ICANN 以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發佈了

ccTLD DNSSEC 部署手冊 (OCTO-029) 。ICANN 透過這份手冊與不同語言

的使用者進行交流，相信這份循序漸進的手冊能使廣大社群受益。 

ICANN 也著重協助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ountry code top-level-domain，

ccTLD）使用 DNSSEC 來保護其使用區域。近期看到.ci 和.rw 等新的 ccTLD 使

用 DNSSEC 簽署其根區域檔案，ICANN對此感到非常驕傲。其他 ccTLD 也積

極採納部署 DNSSEC 的流程，ICANN 將會繼續鼓勵並為尚未實施保護 DNS

措施的機構提供幫助，期待看到他們開始啟動部署流程。 

ICANN 還協助非洲和中東的十幾家網路營運商（主要是 ISP）和行動網路營運

商在其遞歸解析器中啟動 DNSSEC 驗證。非洲和中東的 DNSSEC 使用率是世

界上最低的。即使有了進展，仍有許多工作要做。根據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APNIC）實驗室的資料，過去兩年，非洲的 DNSSEC 驗證率從不到 25%上

升到了 30%，而中東地區則保持在 50%左右。ICANN 將繼續與合作夥伴努力，

提高 DNSSEC 在非洲和中東的使用率。 

未來將繼續為該地區的營運商提供支援和培訓，以部署 DNSSEC 簽名和驗證。

ICANN 團隊透過這種方式，提高網際網路的安全性和彈性。於 9 月份推出的

新 KINDNS 計劃，將幫助各樣 DNS 營運商提高營運安全性。 

相關連結 ： Yazid Akanho(2022). Two Years of Supporting DNSSEC 

Deployment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two-years-of-supporting-

dnssec-deployment-in-africa-and-the-middle-east-27-10-2022-en 

(Nov.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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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進行部屬 

 



430 
	

#21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 DNS 和路由安全的藍圖 

標題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 DNS 和路由安全的藍圖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OECD, DNS, ICANN 

引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表了兩篇論文，分別為「網域名稱系統安

全：給決策者的指南」，以及「路由安全：BGP 事件的緩解方針和政策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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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負責協調成員國主要政策趨勢， 例如：OECD 之《隱

私保護和個人資料跨境流動準則》中定義的隱私原則是 1995 年歐盟資料保護

指令（現為《通用資料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基礎。 此外，OECD 更對數位平台徵稅問題進行了全球性的協調。 

ICANN 定期關注 OECD 的執行進度，並以 OECD 的網際網路技術諮詢委員會

（Internet Technical Advisory Committee ，ITAC）成員的身分提供協助與

投入，該委員會將技術組織聚集在一起，目的是為OECD 開展的網際網路相關

工作做出貢獻，特別是關於 DNS 的論文。OECD 對技術界的投入持開放態度，

並在整個過程中關注 DNS 專家的貢獻，這證明了該組織致力於有意義的包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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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第一篇論文《DNS 的安全性：給決策者的指南》是決策者的資訊藍

圖，它分析了 DNS 技術功能，概述了當前新出現的問題，並描述了 ICANN 推

動的行動措施，如：DNS 安全擴充套件（DNSSEC）的採用。 

關於 DNS 濫用，OECD 對目前的爭論進行總結並指出：「通常被貼上『解決

DNS 濫用』的標籤，更應該被理解為『解決線上濫用的 DNS 層行動』，即利

用 DNS 生態系統來解決既不影響 DNS 也不是明確地由 DNS 引起的問題。 事

實上，大多數形式的 DNS 濫用都與屬於『內容層』的內容和服務有關。 

論文中強調的另一點是，根伺服器不應被視為 DNS 的關鍵安全漏洞，同時還

委託多方利害關係人社群定期監控威脅環境。最後，第二篇關於路由器安全性

的論文則側重於路由漏洞，並確定了可能的解決方案。 

相關連結：Nora Mari(2022). OECD Reports on DNS and Routing Security 

Provide Blueprint for Policymakers.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oecd-reports-on-dns-and-

routing-security-provide-blueprint-for-policymakers-27-10-2022-en 

(Nov.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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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設計藍圖，圖片印有藍圖的英文 

 

#212 CENTER 藉由域名爬蟲計畫研究域名及網站服務狀態 

標題 CENTER 藉由域名爬蟲計畫研究域名及網站服務狀態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CENTR, 爬蟲, ccTLD, gTLD 

引言 
歐洲國家頂級域註冊管理機構委員會（CENTR）發表了關於域名爬蟲的性能

報告，以評估這些域名的註冊機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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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頂級域註冊管理機構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an National Top-

Level Domain Registries，CENTR），發表了關於域名爬蟲的性能報告，

CENTER 執行「Signs-of-Life」域名爬蟲計畫已經兩年的時間，此項目會定期

對數百萬個域執行掃描，以評估這些域名的註冊機構健康狀況，因此爬蟲的精

準度極為重要，目前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的準確率達到 94%，頂級網域名稱（Generic top-level domain，gTLD）

的準確率達到 96%。 

基準資料庫 

為了評估爬蟲的性能，先將域名分類，沒有網站、HTTP 錯誤、屬於註冊商的

域名，以及其餘的域名。前者的準確性在早期的實驗中已進行了評估。後者，

是使用機器學習方式，需要標記資料再重複訓練提高性能。截至本報告發布之

日，3023 個域名標記資料來自： 

1. 手動標記，用於開發爬蟲的初始版本，2083 個.COM 頂級域名。 

2. 透過 Labtool 應用程式所標記。940 個頂級域，用於重新訓練。 

機器學習性能 

使用交叉驗證方法（分離訓練集和預測集），表現如下：在預測是否為停放頁

面（parking page）的實驗中，3023 個域名有 275 個錯誤，能正確分類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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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90.9%。 

整體表現 

在錯誤準確度、註冊商準確度和機器學習準確度之間取加權平均值。結果如下

表所述： 

 

錯誤以及註冊商的準確性要比機器學習高得多，因為它們是使用精確的方式，

而機器學習還需要不斷修正。截至10 月 26 日，爬蟲的整體準確率應用在 ccTLD

為 94.3%，而 gTLD 上為 96.4%。 

相關連結：Patrick Myles(2022). Signs-of-life crawler performance report. 

CENTR. 檢自： https://www.centr.org/news/blog/crawler-performance-

2022.html (Nov. 07,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性能報告&服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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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週期：2022/11/14-11/19 

#213 網際網路簡史：從 ARPANET 到元宇宙 

標題 網際網路簡史：從 ARPANET 到元宇宙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網際網路, ARPANET, Metaverse 

引言 

網際網路於 1969 年 10 月 29 日開始使用，當日兩台電腦連接到 ARPANET

交換一條消息。儘管網際網路已存在一段時間，直到 1990 年代後期 .com 開

始時，仍處於大多數人的視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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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於 1969 年 10 月 29 日開始使用，當日兩台電腦連接到 ARPANET 交

換一條消息。儘管網際網路已存在一段時間，直到 1990 年代後期 .com 開始

時，仍處於大多數人的視線之外。雖然網際網路最初是作為電子商務的媒介，

但社群媒體和行動性已成為最大的驅動力。成為驅動力通常需要三件事才能實

現，第一領域裡是需要不同方式的新技術；第二，推動變革所需的創業活動；

第三，所需的資本投資。 

回首 2000 年代初，網際網路革命將所有這些驅動因素落實到位： 

● 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引入動態主機設定協定（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無線區域網路（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WLAN）和通用封包無線服務（General Packet Radio Swi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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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等關鍵技術。從最終用戶的角度來看，這使得網際網路變得無線、行動

和零接觸。 

● 1995 年至 2001 年間，歐美、亞洲多個股票市場中，網路相關企業的股價

高速上升，投機者看到網際網路相關領域的快速增長，紛紛向此方面投機。雖然

之後科技股泡沫破裂，但仍有不少優秀的網際網路企業生存下來，例如 Amazon、

Google。 

● 1990 年代後期的早期網際網路革命也為  Marc Andreessen 和 Ben 

Horowitz 等人鋪平道路，從 Netscape 開始，到最終建立對在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推動行動網際網路革命至關重要的風險投資公司。 

到 2022 年，社群媒體、線上廣告、協作工具和其他各種基於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 等創新服務已經徹底改變世界。這些創新中大

多數都利用 Amazon 和其他公司在過去 15 年中大力發展的公共雲服務。雖

然，自 2000 年代初以來，推動網際網路革命的網路基礎設施並沒有改變。雖

然對寬頻不斷增長的需求要求電信和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繼續投資，但自 

1990 年代後期以來，現有的營運或商業模式並沒有改變。 

進入 Metaverse 

在 Facebook 更名為 Meta 之後，Metaverse 已有多種說法。儘管出現相當

多的懷疑，但共識是 Metaverse 可能會在虛擬領域中兼顧工作和娛樂。 

然而，在 Web 3.0 的創新成為可能之前，需要一個新的邊緣雲基礎設施（edge 
cloud infrastructure）來為提供動力。這種新的基礎設施將由網路邊緣的去

中心化計算節點組成，用於自動化和為用戶創建智慧化服務，以及 Metaverse

內無縫連接所需的下一代網路技術。 

未來公共雲的核心是與大型主機非常相似的集中式電腦，因為計算非常接近最

終用戶。雖然電腦市場在 1980 年代後期起飛，並出現可隨身攜帶的筆電，但

電腦從未真正取代大型主機。 

相關連結：Juha Holkkola(2022).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net: From 

ARPANET to the Metaverse. CircleID. 檢 自 ：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1101-the-short-history-of-the-internet-

from-arpanet-to-the-metaverse (Nov.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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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抽象數位光線流動背景 

 

#214 Google 的新服務幫助 Web3 開發人員建構一基於區塊鏈的平台 

標題 Google 的新服務幫助 Web3 開發人員建構一基於區塊鏈的平台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Blockchain Node Engine, 區塊鏈, Web3 

引言 

Google 推出的區塊鏈節點代管服務為一種完全託管服務，希望為 Web3 開

發人員建構和管理產品於區塊鏈平台，加密貨幣巨頭 Ethereum 將成為新服

務支援的第一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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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推出區塊鏈節點代管服務 Blockchain Node Engine 為一種完全託管

服務，希望為 Web3 開發人員構建和管理產品於區塊鏈平台，加密貨幣巨頭

Ethereum 將成為新服務支援的第一個平台。  

區塊鏈由永久儲存和加密的交易資料所組成，不是依靠中央實體來驗證和儲存

資料，而是由節點組成，每一個設備包含區塊鏈交易歷史的完整副本。區塊鏈

上的節點形成一個點對點網路，所有節點都是最新且同步。這使區塊鏈上的每

個人都可以驗證資料的真實性，使其成為一個去中心化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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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Google 指出，區塊鏈節點通常難以部署並且需要持續管理，因此

Blockchain Node Engine 服務旨在解決這些問題。 使用 Blockchain Node 

Engine，開發人員將能夠通過一次操作部署一個新節點，並且可指定所需的區

域和網路。 

Blockchain Node Engine 為確保可用性，Google Cloud 會主動監控節點並

在出現任何問題時重新啟動，意即 DevOps 團隊不必等待中斷。該服務還提供

安全保證，將節點置於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防火牆之後，並使用 

Cloud Armor 等 Google 服務來保護節點免受分散式阻斷服務( 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DDoS)攻擊。 

相關連結：Stephanie Condon, Senior Writer(2022). Google's new service 

helps Web3 developers build for blockchain-based platforms. ZDNet. 檢

自 ： https://www.zdnet.com/article/googles-new-service-helps-web3-

developers-build-for-blockchain-based-platforms/ (Nov. 1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區塊鏈方塊全息投影 

 

#215 SubPro 工作軌道 6：能力發展、通訊和外展 

標題 SubPro 工作軌道 6：能力發展、通訊和外展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ICANN, GNSO, gTLD, IDN 

引言 

全球包容性的能力發展、溝通和推廣對於下一輪 gTLD 的多樣化參與非常重

要，因此 ICANN 在 gTLD 後續流程（SubPro）營運設計階段（ODP）建立

了一個專門用於這項工作的具體工作計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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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域名支援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GNSO）理

事會對於 gTLD SubPro 政策制定過程的最終報告中包括一項承諾（1.3），即

「gTLD 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多樣性、鼓勵競爭，並增強網域名稱系統的效用。」

gTLD 的未來設計方向必須可以讓不同族群的申請人存取，特別是服務不足的

社群。此外，該報 告 特 別討論了申請人支援計劃、支援國 際化域名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IDN）和促進全球通用（Universal 

Acceptance，UA）採用等領域，讓地理區域的申請人創造早期意識。 

這個工作計畫將提高人們對 UA 的需求以及促進多語言網際網路重要性的認

識。ICANN 將繼續支持社群並鼓勵軟體開發人員和後端供應商達到 UA 成熟

就緒，以便所有域名，無論長度、語言或書寫文字如何，都能在所有支援網際

網路的應用程式、裝置和系統中工作。 

這個計畫彙集了 ICANN 的專業知識以達到三個目的：確立重要的受眾、提高

對 UA 需求的理解、提高「在地文字中 gTLD 可提供機會」的認識。接下來計

畫努力的方向為：如何鼓勵多樣化的商業模式、如何鼓勵 DNS 的創新用途，

以及潛在申請人做更完善的準備。 

這項工作的基礎在制定強大而全面的全球通訊戰略，以提高對 ICANN、網域名

稱系統和下一輪新通用頂級域名（gTLD）的認識。 此外，該工作軌道的工作

包括提高對申請人支援計劃、UA 和國際化域名（IDN）的認識和理解。 

ICANN 希望利用多樣化的專業知識，與網際網路生態系統中的其他行為者一

起加入現有活動。這可能包括利用現有的國內關係，與當地技術機構和大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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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培訓；與其他組織合作，在潛在申請人中建立技術能力；發展產業連結，以

幫助建立本地網路，並將受眾的資訊本地化；以及與那些有興趣參與管理新的

IDN gTLD 的人合作。 

在未來這一工作計畫的成功將取決於 ICANN、社群和更廣泛的網際網路生態

系統，並進行有效合作。 

相 關 連 結 ： Karen Lentz(2022). SubPro Work Track 6: Capacity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s, and Outreach.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subpro-work-track-6-capacity-

development-communications-and-outreach-02-11-2022-en (Nov. 1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工作進展持續往前 

 

#216 英國國會議員說，競爭監管機構需要手段來抑制大型科技公司 

標題 英國國會議員說，競爭監管機構需要手段來抑制大型科技公司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英國, 政策, 數位市場草案 

引言 

國會議員表示，5 月份英國女王演講中宣佈的數位市場草案應「毫不拖延地」

推出。BEIS 則認為，現有的罰款被大型科技企業視為「小企業成本」，因此

在這項立法通過之前，消費者面臨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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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能源和工業戰略（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BEIS）委

員會敦促英國政府頒佈立法，以懲罰濫用市場力量的公司，罰款可達到全球年

收入的 10%。 

英國政府此前曾表示，現有的規範競爭工具不適合處理「少數數位公司持有的

根深蒂固的市場力量」，並提議在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內建立一個數位市場部門（digital markets unit ，

DMU)。CMA 對該報告表示認同，並將「仔細考慮和回應委員會的建議」。 

CMA 最近要求 Meta 出售它近期收購的動畫影象平台，Giphy。該裁決是英國

監管機構首次阻止科技巨頭的收購，此做法被視為是為了表明審查大型數位交

易的決心。 

BEIS 委員會主席達倫·瓊斯說：「《競爭、消費者和數位市場法案》得到了廣泛

的支持。經濟中有許多領域需要加強競爭，這項法案是推動這個問題向前發展

的重要墊腳石。」 

為科技新創公司提供發言權的數位經濟聯盟則向委員會提供證據，擬議中的法

案可能會威脅英國作為歐洲科技之都的地位。因為它過於關注對最大的公司採

取行動，而沒有足夠關注鼓勵新創企業面臨挑戰。」 

但政府回應：「它認識到改革對解決數位市場競爭問題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

麼女王在演講中公佈草案立法的承諾，並在議會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儘快推進。」 

相關連結：BBC(2022). Competition regulator needs teeth to curb big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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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say. BBC. 檢自：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63375260 

(Nov. 1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法案的平等性 

 

#217 歐洲電信公司推動歐盟讓科技巨頭支付網路成本 

標題 歐洲電信公司推動歐盟讓科技巨頭支付網路成本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GSMA, 5G 

引言 
歐洲電信營運商正努力推動歐盟實施新的法律，仿效澳大利亞的做法，讓科

技巨頭支付網路成本。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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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電信營運商不斷說服美國科技公司，如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Meta

旗下的 Facebook 以及 Netflix 等，稱它們使用了歐洲網際網路流量一大部份

並要求提供資金。 

代表 750 家行動營運商的電信遊說組織 GSM 協會（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正在討論此提案。GSMA 檢察官 John Giusti 表示 ：

「GSMA 正在協調關於科技公司對歐洲基礎設施貢獻提案。未來五至六週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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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給歐盟工業主管 Thierry Breton。」 

該提案是在電信業者認為，Google、Netflix、Meta 和 Amazon 等公司需為

電信基礎設施支付「應該負的責任」前提出的，這些平台的服務佔了網際網路

流量的一半以上，但這些科技巨頭認為這屬於網路流量稅。 

知情人士表示，澳大利亞最近通過一針對Google 和 Facebook 的法律，規定

科技巨頭要為線上新聞付費。如果科技公司與新聞出版商未能達成共識，則由

澳大利亞政府任命的仲裁員指定費用。 

根據相關規定，Rupert Murdoch 的新聞集團（News Corp）去年與 Meta 旗

下的 Facebook 在澳大利亞達成了一項內容供應協議，使 Facebook 關閉數千

個新聞頁面的糾紛就此結束。 

根據澳大利亞具約束力的「最終提案仲裁」，雙方必須有誠意地進行談判。如

果無法達成協議，就必須向仲裁人提出自己的提議，讓仲裁人來選擇。目的是

鼓勵科技巨頭和新聞出版商在被迫採取「最終提案仲裁」之前達成協議。 

消息人士稱，GSMA 的電信營運商，包括歐洲最大的電信營運商，如Orange、

德國電信和西班牙電信，都認同澳大利亞所實施的此種方式。目前還沒有正式

文件送交歐盟工業主管 Thierry Breton。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稱，官員們正在討

論該提議是由GSMA 直接提出，還是由各業者執行長聯合提出。Breton 表示，

在起草立法之前，他將會徵求雙方的意見回饋。 

相關連結：Mathieu Rosemain and Supantha Mukherjee(2022). EXCLUSIVE 

Telcos push EU to make Big Tech pay for network costs.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exclusive-telcos-push-eu-make-

big-tech-pay-network-costs-2022-11-04/ (Nov. 14,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支付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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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週期：2022/11/21-11/26 

#218 澳洲電信公司因不實網速聲明被罰款 2210 萬美元 

標題 澳洲電信公司因不實網速聲明被罰款 2210 萬美元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不實網速, 誤導性聲明, 罰款 

引言 
澳洲競爭監管機構表示，法院已責令三家澳洲電信公司共同支付 3350 萬澳元

罰款，因為對國家寬頻網路(NBN)計劃的速度做出誤導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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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競爭監管機構表示，法院已責令三家澳洲電信公司共同支付 3350 萬澳元

罰款，因為對國家寬頻網路(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NBN)計劃的速

度做出誤導性聲明。 

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ACCC）表示，澳洲聯邦法院已命令 Telstra 支付 1500 萬澳元，

TPG Telecom 的子公司支付 500 萬澳元，並對新加坡電信子公司Optus 處以

1350 萬澳元的罰款。 

監管機構表示，這三家電信公司都已在法庭上承認做出不實或誤導性陳述，並

聲稱近 120,000 名客戶受到影響。Telstra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在 201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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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間，未能完全在連接後的合理時間內驗證約 48,000 名客

戶訂購的 NBN 服務是否達到最高速率。 

Optus 和 TPG Telecom 的發言人表示，兩家公司已經對其系統和流程進行更

改，以解決訴訟程序所引起的擔憂。TPG 發言人表示，在 2021 年期間，TPG

實施一項補救計劃，聯繫所有受影響的客戶，並向符合條件的 NBN 的光纖到

節點(Fiber-To-The-Node，FTTN)客戶提供退款。Optus 表示，將重新聯繫符

合補救條件的客戶。  

相關連結 ： Sherry Jacob-Phillips and Rashmi Aich(2022). Australian 

telecom firms fined $22.1 mln for false internet speed claims. Reuters. 檢

自 ：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australian-

telecom-firms-fined-221-mln-inaccurate-internet-speed-claims-2022-

11-11/ (Nov. 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不實訊息 

 

#219 PIR 認為 ICANN 政策制定應該更加透明化 

標題 PIR 認為 ICANN 政策制定應該更加透明化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DNS, ICANN, 網路治理, 法律政策 

引言 

透明度和責任制為 ICANN 的核心價值觀。公共利益註冊管理組織（PIR）認

為，致力於透明度是 ICANN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型的優勢和持續有效性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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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和責任制為 ICANN的核心價值觀。事實上，ICANN的章程規定「ICANN

及其組成機構應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在可行的最大範圍內營運。」公共利益註冊

管理組織（Public Interest Registry，PIR）認為，致力於透明度是 ICANN多

方利害關係人模式的優勢和持續有效性的基礎。 

ICANN GNSO利益聲明工作組（Statement of Interest，SOI）對通用域名支

援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GNSO）營運流程的透

明度建議是朝著正確方向前進，但還遠遠不夠。由於 SOI 提案的應用存在例外

情況，因此並沒有真正要求個人在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中揭露身份或他們所

代表的身份。 

為使 ICANN 決策具有有意義的透明度，參與者必須無一例外地揭露其客戶或

他們所代表的雇主的身份，作為參與的條件，包括所有方。例如，如果甲方保

留乙方參與 ICANN 流程，而乙方保留丙方執行工作，則丙方需要同時揭露甲

方和乙方身份。 

工作組提議的規則將要求作為另一方有償或無償代表參與政策制定流程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PDP)的人揭露他們所代表的身份。但在應用

建議方面仍然存在巨大漏洞，如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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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職業道德義務阻止您揭露此訊息，請提供有關哪些道德義務阻止您揭露的

詳細訊息，並提供您所代表個體的描述而不揭露其名稱，例如：「我代表註冊

管理機構的客戶」或「我代表一個非 GNSO 相關個體」。 

這一例外將併吞該規則，因為僅僅聲稱律師-客戶特權、諮詢合約或「倫理義務」

的限制將阻止這一項重要資訊的揭露，並阻止 GNSO 實現對多方利害關係人

政策制定流程和 ICANN章程的要求。 

這種透明度級別並非 ICANN 獨有，其他值得信賴的國際決策組織已努力將其

對透明度的承諾融入其營運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指出，代表他人利益的

顧問或參與決策過程的遊說者可能「導致不當影響、不公平競爭和管制俘虜

（regulatory capture），從而損害公共利益和有效的公共政策。」，為了「維

護公共決策過程的完整性」，OECD 尋求「健全的透明度框架」，要求為參與

公共政策過程的人揭露客戶訊息。 

在去年（2021 年），歐洲議會通過了「透明度註冊」，承認「公民應該對歐盟

的機構有最大的信任」和「這種信任，為了存在，需要以利益代表為基礎的認

知為基礎並受到高道德標準的約束。」 

這也符合美國的要求，即組織和遊說者代表他們尋求影響美國國會立法流程的

客戶揭露。 

這些揭露要求中的每一項共同主題是，為了公平和增加對決策結果的信任，透

明度必須是這些過程的基礎。如果各方從頭到尾皆不透露他們代表誰，那麼他

們初始就不該參與決策。 

這個漏洞表明了一個明顯的假設，即是現實上存在著某種規範比經合組織/歐

盟/美國揭露制度更強的專業/倫理義務。常識表明，要求揭露訊息以參與

ICANN流程不會違反特權，這與美國國會或歐洲議會的類似要求一樣。就此而

言，任何關於律師-委託人特權的論點都是轉移注意力，因為它忽略了這樣一個

事實，即至少根據美國法律，委託人身份通常甚至不被視為特權所涵蓋。 

需要明確的是，ICANN 社群中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非常富有成效和樂於助人

的成員，他們積極參與了過去和正在進行的 GNSO流程，但並未透露他們代表

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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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O SOI 工作組有一個重要的機會來提升 ICANN 的透明度，但在目前的工

作方向軌道上，它沒有發揮其潛力。現在正是從根本上改進這些透明度規則以

符合 ICANN章程和國際最佳實踐的好時機。ICANN應該成為其決策透明度的

燈塔，以消除規範漏洞。 

相關連結：Jon Nevett(2022). ICANN Policymaking Should Be Even More 

Transparent. ICANN. 檢自：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1110-icann-

policymaking-should-be-even-more-transparent (Nov. 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印著政策英文字母的方塊 

 

#220 新海底電纜系統即將連接東南亞和中國 

標題 新海底電纜系統即將連接東南亞和中國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寬頻, 網速 

引言 
六家營運商花費 3 億美元合作建設了一個海底電纜系統，為加強東南亞和中

國之間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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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營運商花費 3 億美元合作建設了一個海底電纜系統，為加強東南亞和中國

之間的連接。該網路跨越 6000 公里，將連接新加坡、香港、汶萊、菲律賓和

中國。 

新加坡電信（Singtel）表示，「亞洲快鏈海纜」（Asia Link Cable，ALC）系

統的有線網路競標預計在 2025 年第三季度完成。新加坡電信與中國電信國際

有限公司（China Telecom Global Limited）共同領導了該海纜聯盟。其中還

包 括菲律賓的環球電信（Globe Telecom ） 和 DITO 電信公司（ DITO 

Telecommunity）、汶萊 UNN公司（Unified National Networks）與中國電

信（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新加坡電信在 11 月 15 表示，隨著東南亞數位經濟和上網人數的持續增長，新

的海底系統將能滿足低延遲和高頻寬需求。 

根據 Google、淡馬錫（Temasek Holdings）和貝恩策略顧問（Bain & 

Company）聯合發布的 e-Conomy SEA 報告，今年東南亞地區的數位經濟商

品交易總額(GMV)預計達到 2000 億美元。由於全球疫情推動了線上服務需求，

因此預測金額比先前預估的提早了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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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到 2030 年，東南亞數位經濟的增長速度將是整體 GDP 的兩倍，預計屆

時 GMV 將達到 1 萬億美元。目前約有 4.6 億網際網路用戶居住在東南亞的六

個國家，包括新加坡、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 

據 Singtel 公司稱，ALC 海纜系統主幹配備至少八對光纖，每對光纖的傳輸容

量可達 18Tbps 以上，相當於每秒可下載 2500 小時的超高畫質影片。 

為了進一步擴大現有網路的線路多樣性，ALC 網路將建立在開放的電纜系統設

計上，新加坡電信表示，這將減少對聯盟內任何一家供應商的依賴。 

新加坡電信也是全長 19200 公里的東南亞-中東-西歐 6（SEA-ME-WE 6） 海

底電纜系統背後財團之一，該系統將在 2025 年第一季度完工新加坡到法國之

間電纜。 

相關連結：Eileen Yu(2022). New $300M subsea cable network to link 

Southeast Asia, China. ZDNet. 檢自：https://www.zdnet.com/home-and-

office/networking/new-300m-subsea-cable-network-to-link-southeast-

asia-china/ (Nov.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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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連接東南亞與中國的電纜圖 

 

#221 微軟通過細粒度存取權杖(token)加強 Azure DevOps 安全性 

標題 微軟通過細粒度存取權杖(token)加強 Azure DevOps 安全性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權杖,  資訊安全, 微軟 

引言 
微軟正在為 Azure DevOps REST API 帶來細粒度個人存取權杖（PAT），試

圖減少憑證洩露或盜竊時可能發生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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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周前，網路安全公司 Praetorian 概述了其研究人員如何使用微軟的 GitHub

作 為其持續整合與持續交付 （ Continuous integration/Continuous 

Deployment，CI/CD）的工具以進入公司內部網路。他們從意外洩露的個人存

取權杖（personal access token ，PAT）破壞了對GitHub的存取，並稱GitHub

的「細粒度（granular）存取權杖」測試版是朝正確的方向邁進。 

PAT 是密碼的替代品，用於驗證存取進入系統或網站的身份，及使用 API 和指

令碼的開發人員身份。PAT 嵌入了大量資訊。以 Azure DevOps 來說，它儲存

了一個人的安全憑證，並識別使用者可以存取的組織以及存取範圍。 

根據 Praetorian 的報告，開發人員可以透過多種方式無意中洩露 PAT：透過

網路釣魚使筆記型電腦資料被竊取，或在錯誤時將 PAT 包含在命令列檔案中。 

Azure DevOps 的產品經理 Barry Wolfson 表示，為了縮小對 PAT 的威脅，

Azure DevOps 團隊最近為所有 Azure DevOps REST API 建立了一個細粒度

的 PAT 範圍。OAuth2 範圍使組織能夠限制 PAT 的存取許可權。Wolfson 也

鼓勵原本使用「全權限範圍 PAT」的開發人員遷移到「具有特定權限範圍的

PAT」，以排除不必要的存取。  

Azure DevOps 團隊的倡議是在 GitHub 採取類似措施後不到一個月後提出

的。在此之前，PAT 提供了「非常粗粒度」（very coarse-grained）的許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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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存取權杖使用者擁有幾乎所有的資料庫資訊。然而，現在已改變為細粒度

的個人存取權杖使開發人員能夠對他們授予 PAT 的許可權和資料庫存取進行

粒度控制。 

細粒度權杖從一組 50 多個粒度許可權中獲得許可權，這些許可權控制了對

GitHub組織、使用者和資料庫 API 的存取。 

相關連結：Jeff Burt(2022). Microsoft moves to tighten Azure DevOps 

security with granular access tokens. TheRegister. 檢 自 ：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2/11/11/microsoft_azure_pat_scope/?t

d=keepreading (Nov. 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表示安全性的概念圖 

 

#222 隨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執法行動迫在眉睫，SolarWinds 就 Orion 
受入侵行為達成和解 

標題 
隨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執法行動迫在眉睫，SolarWinds 就 Orion 受入

侵行為達成和解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SolarWinds, 資訊安全, 資料洩漏 

引言 
10 月 28 日，SolarWinds 解決了股東去年在 Orion 漏洞後，股東對

SolarWinds、幾位高階主管及兩位主要私募股權所有者提起的集體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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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訴訟中，律師聲稱 SolarWinds 多年來忽視了內部網路安全，並在提交給證

券交易委員會的公開檔案和媒體採訪中，誤導公開上市公司的數位安全狀況。 

雙方的律師正努力在 12 月 8 日之前敲定和解，該公司將向在受影響期間購買

股票的股東支付 2600 萬美元。與此同時，SolarWinds 透露，它可能很快就會

成為聯邦監管機構對於該漏洞採取行動的對象，因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在同一天向該公司發出了

「Wells 通知」，表明可能會採取訴訟行動。 

在通知發布之前，SEC 委員 Gary Gensler 推測，因為資料洩露、勒索軟體攻

擊和其他事件導致公司及其客戶損失和損害數十億美元。委員會期望發揮更強

有力的監管作用，審查上市公司的網路安全政策。 

該和解結束了 SolarWinds 及其股東之間近兩年的法律鬥爭：該公司是否未準

確地傳達了其安全缺陷，從而不恰當地推高了股價。  

該訴訟列出了一些個人和單位，包括前執行長 Kevin Thompson、私募股權公

司以及大股東 Thoma Bravo 和 Silver Lake Partners，都在受入侵行為披露前

售出了數百萬美元的 SolarWinds 股票。 一名法官拒絕了 SolarWinds 駁回訴

訟的請求，但在確定股票出售的其他解釋（即這是 Thompson 離開公司時預

先制定的計劃的一部分，與受入侵無關）是合理的後，將 Thompson 從被告

名單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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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漏洞最終歸咎於俄羅斯聯邦對外情報局 SVR，它破壞了 SolarWinds Orion

軟體的合法更新，該軟體在政府和私人企業中被廣泛使用。 Mandiant（也是

受害者）首次發現了更新，至少有 18,000 名 SolarWinds 客戶下載了更新，儘

管該活動被認為在性質上更具針對性，拜登政府官員去年認為多達 9 個聯邦機

構和 100 家公司實際上被利用這一缺陷攻擊。 

相關連結：Derek B. Johnson(2022). SolarWinds settles lawsuit over Orion 

breach as SEC enforcement action looms. SC media. 檢 自 ：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breach/solarwinds-settles-

lawsuit-over-orion-breach-as-sec-enforcement-action-looms (Nov. 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達成和解 

 

#223 美國兒童醫院因資料外洩訴訟而需要提高資訊洩露安全性 

標題 美國兒童醫院因資料外洩訴訟而需要提高資訊洩露安全性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醫療資訊, 資訊安全 

引言 
芝加哥安與羅伯路易兒童醫院與受員工洩露資訊影響的患者家長達成和解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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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國芝加哥安與羅伯路易兒童醫院（Ann & Robert H. Lurie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icago）的兩起訴訟已達成和解，原告是遭到資料洩露的患者父

母。 

在第一起案件，一名護士助理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間不當存取了

患者的醫療記錄。直到當年 11 月 15 日醫院發現這一行為，才終止了這名員工

對患者資料的存取權限。 

對該事件的調查顯示，這名員工查看了患者的姓名、聯絡方式、出生日期以及

包括診斷和用藥在內的醫療資訊。該員工無法存取到社會安全號碼、保險內容

或金融帳戶等詳細資訊。 

事件後，該名員工被醫院解僱，並根據醫院「紀律政策」處理。醫院的管理人

員就隱私被侵犯向患者道歉，並承諾將對員工進行培訓，使其了解患者記錄的

適當存取，以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然而，第二年醫院又發現了一起內部不法行為事件，發生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之間。未經授權查閱病人記錄的護士助理被解雇。家

長因此對醫院提起訴訟，稱其存在安全漏洞，包括未能適當監控員工存取患者

資訊的行為，以及違反了默認契約（implied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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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該訴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該事件造成了傷害，而醫院否認他們對該

事件負有責任。和解沒有任何賠償金，而是為了結束訴訟，並確保醫院改善其

資訊安全工作的現有狀態，使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根據和解條款，兒童醫院被要求加強對員工存取的監控，改進資料保護措施，

並為員工提供處理醫療記錄的額外培訓。在一個醫療資訊洩露訴訟過於常見、

經濟上的賠償對受影響的患者幾乎沒有任何緩解作用的時代，這項和解提議是

一個很好的改變。 

確認和解方案的最終聽證會定於 2023 年 1 月 25 日舉行。 

相關連結：Jessica Davis(2022). Children’s hospital required to improve 

security in breach settlement. SC media. 檢 自 ：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insider-threat/childrens-

hospital-required-to-improve-security-in-breach-settlement (Nov. 21,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資料遭受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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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週期：2022/11/28-12/3 

#224 歐盟就衛星網路系統達成協議 

標題 歐盟就衛星網路系統達成協議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衛星網路系統, 歐盟 

引言 
歐盟以價值 60 億歐元的衛星網際網路系統使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由 27 

個歐盟國家組成）的代表在 11 月 24 日（四）同意使用並且達成協議。 

摘要 

字

數： 

408 

 

歐盟以價值 60 億歐元的衛星網際網路系統使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由 27 

個歐盟國家組成）的代表在 11 月 24 日（四）同意使用並且達成協議，以提升

自身空間和通訊部門，並減少對國外供應商的依賴來確保安全。 

歐盟的計劃是因人們漸漸擔心俄羅斯和中國的軍事進步及衛星發射遽增之際

實施的。擁有自己的衛星網際網路系統可以幫助歐盟加快寬頻在歐洲的推出，

同時也將覆蓋非洲，使歐盟能夠為非洲國家提供中國競爭對手的替代方案。 

空基系統（space-based system）可以在發生重大中斷或災難時備份地面網

路，並在傳統服務供應商未覆蓋的地方提供連接。歐盟委員會希望從各種歐盟

計劃中挪用 24 億歐元，並使用其他歐盟項目的未動用資金，而私營部門預計

將承擔剩餘的 36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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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預計在明年初步開發和衛星部署，從而在 2028 年推出具有量子密碼學先

進加密的完整服務。擬議的衛星網際網路系統可能會導致在 2025 年至 2027

年間建造和發射多達 170 顆低軌道衛星。 

相關連結：Philip Blenkinsop(2022). EU secures deal on satellite internet 

system.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

defense/eu-secures-deal-satellite-internet-system-2022-11-17/ (Nov.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衛星網路系統發射至地球 

 

#225 印度中央證券保管機構 CDSL 稱惡意軟體破壞了其網路 

標題 印度中央證券保管機構 CDSL 稱惡意軟體破壞了其網路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CDSL, 惡意軟體 

引言 

印度中央證券保管機構表示其系統已被惡意軟體破壞。該機構在提交給印度

國家證券交易所的一份文件中表示：檢測到惡意軟體影響部分內部設備，出

於謹慎考慮，公司已立即隔離機器並與資本市場的其他單位斷開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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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領頭中央證券存管機構（Central Depository Services Limited，CDSL)）

表示其系統已被惡意軟體破壞。該證券託管機構在提交給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

的一份文件中表示，檢測到惡意軟體影響一些內部機器，且出於謹慎考慮，公

司已立即隔離這些機器。 

CSDL 表示將繼續調查，且到目前為止，沒有理由相信任何機密訊息或投資者

資料已因本次事件而被洩露。該機構發言人 Banali Banerjee 表示，CDSL 拒絕

回答該公司是否儲存日誌，以便確定哪些資料從其網路中洩露等其他問題。 

CDSL 成立於 1999 年，是印度唯一一家公開上市的證券保管機構，也是該第

二大存管機構，僅次於國家保管服務有限公司（National Depository Services 

Limited，NDSL）。CDSL 允許以電子形式持有及交易證券，並促進證券交易

所的貿易結算。 

該公司在提交給證券交易所的文件中表示，CDSL 團隊已向有關當局報告這一

事件，並正在與其網路安全顧問合作分析影響。 

相關連結：Jagmeet Singh(2022). India’s securities depository CDSL says 

malware compromised its network. TechCrunch. 檢 自 ：

https://techcrunch.com/2022/11/18/cdsl-malware-internal-systems/ 

(Nov.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惡意軟體標識 

 

#226 微軟：駭客盜用權杖(token)來躲避多因素身份驗證 

標題 微軟：駭客盜用權杖(token)來躲避多因素身份驗證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MFA, 資訊安全 

引言 
隨著多因素身份驗證（MFA）的使用增加，權杖盜竊攻擊正在上升。微軟概

述了幾種緩解 MFA 攻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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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多因素身份驗證（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MFA）的攻擊中，攻

擊者入侵已完成 MFA 的使用者的權杖，並重送該權杖以從其他裝置獲得訪問

許可權。 

透過入侵和重新使用已完成 MFA 的權杖，威脅者滿足了 MFA 的驗證，並相應

地被授予存取許可權。這對資安防護單位來說是一種令人擔憂的策略，因為洩

露權杖所需的專業知識非常低，難以檢測，而且有有組織設有緩解措施。 

當使用者遭受釣魚攻擊時，惡意基礎設施會擷取使用者的憑證和權杖。如果憑

證和權杖都被盜取，攻擊者可以使用它們進行多次攻擊。微軟強調了商業電子

郵件入侵（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BEC）是當今網路犯罪中造成財務

損失的最大原因。微軟還指出，個人裝置的安全控制通常比企業管理的裝置更

弱，因此在在個人裝置上存取公司資源的使用者更具風險。 

為了應對權杖盜竊攻擊的威脅，儘管這給使用者帶來了一些不便，微軟建議縮

短權杖時限，其他緩解措施包括： 

● 縮短會談（session）的時限，增加使用者被迫重新驗證的次數 

● 減少權杖的可行時間迫使威脅嘗試者增加嘗試盜竊權杖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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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icrosoft Defender for Cloud Apps 中實施有條件的存取，以控制從

非託管裝置連線的使用者。 

微建議為使用者實施 FIDO2 安全金鑰、Windows Hello for Business 或基於

憑證的身份驗證。此外，具有較高權限的使用者，應該有一個獨立的專屬雲端

身份。 

相關連結：Liam Tung(2022). Microsoft: Hackers are using this 'concerning' 

tactic to dodge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ZDNet. 檢 自 ：

https://www.zdnet.com/article/microsoft-hackers-are-using-this-

concerning-tactic-to-dodge-multi-factor-authentication/ (Nov.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竊取資料 

 

#227 美國白宮給各機構 6 個月的時間執行「後量子」加密演算法遷移工作 

標題 美國白宮給各機構 6 個月的時間執行「後量子」加密演算法遷移工作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量子電腦, 加密協議 

引言 
根據一份新的白宮備忘錄，聯邦民間機構有六個月的時間開始提交清單並優

先考慮將高價值的密碼系統和資產遷移到「後量子」加密演算法。 



461 
	

摘要 

字

數： 

875 

 

一份新的白宮備忘錄表示，聯邦民間機構有六個月的時間開始提交清單並優先

考慮將高價值的密碼系統和資產遷移到「後量子」加密演算法。 

此份備忘錄由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撰寫，從 2023 年 5 月 4 日起，各聯邦機構將被要求向美國網路安全和

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提交一份容易受與加密演算法相關的量子電腦破解的

系統清單。這份名單必須在 2035 年之前每年更新一次， 但不包括國家安全系

統。國家安全系統由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進行保

護。 

儘管人們認為，還需要數年時間才會出現能夠破解某些傳統加密演算法的量子

電腦，但白宮在今年 5 月開始下令大規模更新演算法，而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

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等聯邦

機構一直鼓勵各機構和私人組織從現在開始計畫遷移到新演算法，以防國外情

報機構和其他不良行為者蒐集加密資料，並在技術成熟後進行破解。 

NIST 和 NSA 最近完成耗時多年的新演算法，作為「後量子」加密演算法基礎。

聯邦政府資訊安全官員現在必須完成一項艱鉅的任務，辨識易受攻擊的系統，

並將其優先用於新的加密協議。 

各機構有一個月的時間來確定一名內部官員來領導，工作包含列出清單和計畫

遷移加密演算法的過程，備忘錄建立了一個新的工作組，成員由 CISA、NIST、

NSA 和聯邦雲端運算安全標準計畫（FedRAMP）和其他機構的代表組成，以

協調工作並建立程序以利在機構環境中測試新加密演算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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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構都必須在報告中詳細說明每個系統當前的加密演算法、該系統提供的服

務、加密密鑰的長度、是否是大型商業現成軟體的一部分，以及它所儲存的資

料類型，還必須明確說明該系統是由機構自身營運，由第三方雲供應商運營還

是在混合環境中運行。 

明年 2 月，CISA、ONCD 和 FedRAMP 將發布一個用於回報易受攻擊系統的

工具，以及一套識別機構是否使用過時加密演算法的共享服務流程。明年 6 月，

各機構必須提交資金估計，以支付遷移費用。 

相關連結：Derek B. Johnson(2022). White House gives agencies 6 months 

to kick off ‘post-quantum’ encryption migration work. SC Media. 檢

自 ： 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data-security/white-house-

sets-six-month-timeline-for-agencies-to-kick-off-post-quantum-

encryption-migration-work (Nov.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資料轉移 

 

#228 Meta 封鎖被駭客入侵的商家帳號，但受害者難以申訴 

標題 Meta 封鎖被駭客入侵的商家帳號，但受害者難以申訴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資安, Meta 

引言 眾多 Meta 用戶遭到駭客攻擊後，無法向 Meta 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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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la Lalani 是依靠社交平台賺取額外收入的眾多賣家之一，Lalani 的

Instagram 商店有將近 13,000 名粉絲。但某天 Meta 忽然刪除了她的

Instagram 帳戶並停用了她的個人 Facebook 帳戶與商業帳戶。帳戶被禁用

後，她花費 900 美元購買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廣告仍持續扣款。Lalani

無法向 Meta 回報並停止扣款，因為 Meta 已經停用了她所有帳戶。 

這種事情發生在很多經營者身上。駭客先獲得了帳戶的存取權限，取得其廣告

帳戶，然後，駭客在原始用戶還未注意到廣告帳戶已被佔用之前將用戶從 Meta

中刪除。只要駭客發布色情等相關不當內容，管理員就會停用原始帳戶。一旦

帳戶被停用，就很難對 Meta 提出任何申訴。 

從事網路工程和系統管理工作的 Darel Parker 是受害者之一，他架設了一個網

站，用於追蹤被駭客攻擊被停用的帳戶情況。Parker 表示，受害用戶除了難以

獲得廣告退款外，還要承受情緒壓力、商店聲譽損失和後續收入損失。Parker

帳戶被停用後，他透過電子郵件聯繫了 Facebook，並在 Twitter 上標記了

Facebook 和 Meta，但沒有收到任何回覆。因此，他聯繫了 FBI 網路犯罪投訴

中心（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IC3）和加利福尼亞州司法部長。

從聯繫司法部長到成功恢復帳戶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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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發言人表示，「Meta 做了許多的努力和更新，我們知道任何導致業務中

斷的情況都令人沮喪。Meta 會定期改進打擊詐騙的方法，並建立團隊，以改

善為人們和企業提供的支援」。通知 Meta 帳戶有問題的最佳方式是透過

facebook.com/hacked 和 instagram.com/hacked。 

受害者對於駭客在登錄時無需 Meta 的雙因素身份驗證感到困惑，認為 Meta

應該要提供更多的支援措施來保護經營者，因此 Parker 與其他受害者們考慮

對 Meta 提出侵權行為並求償，並要求查明 Meta 是否有疏忽，在帳戶明顯被

駭客攻擊時仍舊允許詐欺交易的行為是否為了從中獲利，而阻止用戶存取帳戶

的措施是否為防止損失。 

經營者們希望 Meta 能實施更好的投訴和回應系統，以便在懷疑存在詐欺行為

時反應。他們還認為 Meta 應該要在知道使用者帳戶被駭客入侵時，能夠及時

恢復帳戶給原有使用者。 

Parker 表示：「Facebook 鼓勵企業使用他們的平台營運，並融入日常生活，

但出現問題時，Facebook 沒有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雖然 Facebook 可能沒

有參與詐欺，但他們其實助長了詐欺並從中獲利，且無法確實回應受害者的求

助。」 

相關連結：ASHLEY BELANGER(2022). Meta keeps booting small-business 

owners for being hacked on Facebook. arstechnica. 檢 自 ：

https://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22/11/small-businesses-say-

facebook-is-enabling-hackers-who-took-over-accounts/ (Nov. 28,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駭客盜取資料，將金錢全部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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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週期：2022/12/5-12/10 

#229 韓國網路巨頭以 12 億美元收購 Poshmark 

標題 韓國網路巨頭以 12 億美元收購 Poshmark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Naver, 社群媒體 

引言 

韓國網際網路巨頭Naver 已同意以 12 億美元收購總部位於美國的熱門二手

零售商 Poshmark，這是 Naver 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筆收購，也是該公司擴

大至全球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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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網際網路巨頭Naver 已同意以 12 億美元收購總部位於美國的熱門二手

零售商 Poshmark，這是 Naver 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筆收購，也是該公司擴大

至全球的標誌。Naver 亦被稱為「韓國的 Google」，是一家範圍廣泛的網際

網路服務提供商，最初是搜索引擎，後來擴展到電子郵件、即時通訊和電子

商務。 

Naver 對 Poshmark 的收購，使Naver 在北美轉售行業獲得相當大的立足

點。Naver 執行長 Choi Soo-Yeon 表示，此次收購表示公司將加速進入全球

C2C 市場，該市場是客戶透過 eBay 或 Craigslist 等第三方平台相互銷售商品

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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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er 將支付每股 17.90 美元，比 Poshmark 收盤價高出 15%，但遠低於 

Poshmark 在 2021 年初以每股 42 美元上市時的價值，而 Poshmark 將繼

續由其執行長 Manish Chandra 領導。 

大型科技公司正將社群媒體和電子商務的交叉點作為新的增長途徑，隨著短

視頻和 TikTok 等直播應用的成功，許多人正在尋找新的方式將社交行為引入

應用內購買。Poshmark 成立於 2011 年，其運作方式類似於 Instagram 和

eBay，允許用戶在虛擬「壁櫥」發佈待售物品照片，讓他人可以從中進行購

買。根據競爭對手 ThredUp 的預測，Poshmark 是全球轉售市場中最大的應

用程式之一，該市場將在未來五年內將翻倍。 

該平台擁有超過 8000 萬註冊用戶，主要分佈在美國、加拿大、澳洲和印

度。2021 年，該公司收入 3.26 億美元，比去年增長 24%，虧損 9800 萬美

元。 

相關連結：Chang Che(2022). South Korean Internet Giant Buys 

Poshmark in $1.2 Billion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檢自：

https://www.nytimes.com/2022/10/04/business/korea-naver-

poshmark.html (Dec. 0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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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收購英文字樣與拼圖 

 

#230 企業已為 Metaverse 做好準備 

標題 企業已為 Metaverse 做好準備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Metaverse 

引言 
從 Ciena 對全球 15,000 名商務人士進行的調查中，顯示人們對於在工作場

所中運用到元宇宙是相當感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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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地表上的最新技術是元宇宙。它創建在線上環境，雖然元宇宙的主要焦

點是創建虛擬實境，但可能立即被廣泛接受的應用程式是商務會議的現場互

動。 

光纖傳輸設備製造商 Ciena 最近對全球 15,000 名商務人士進行了一項調

查，以了解元宇宙的興趣和期望。以下是在調查中發現一些最有趣事項： 

● 96% 的受訪人士認識到舉行虛擬會議的價值。 

● 78% 接受調查的受訪者表示，與視訊會議等現有工具相比，他們更喜歡

身臨其境的體驗。許多人談到會有 Zoom 疲勞（Zoom fatigue）。 

● 71% 的人認為虛擬會議和元宇宙可以成為企業日常實踐的一部分。 

● 40% 的人認為他們的業務可能會在未來兩年內從傳統的協作工具轉向支

援虛擬的平台。 

從調查中可以發現，受訪者認識到將虛擬世界帶入工作場所的障礙。38% 的

人認為網路效能將是一個挑戰，並且會阻礙企業使用元宇宙。許多受訪者還

擔心可在元宇宙高效率運行的高品質軟體數量有限。整體而言，調查結果顯

示人們對於在工作場所中運用到元宇宙是相當感興趣的。但事實上公司可能

只會在負擔得起且認為這項技術是可靠的情況下才會使用。即使如此，從眾

多的受訪者的回覆來看，在工作場所中使用元宇宙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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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調查當中不確定受訪者是否對在工作場所使用虛擬世界所需的網路挑戰

有多少認知。因此使用元宇宙需要多少頻寬仍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大問題。 

元宇宙有兩種願景。一種是用替身代替面對面的真實樣貌。這個虛擬世界有

可能使用比視訊通話更少的頻寬。但這引出了一個問題，即為人們是否希望

與替身而不是與真人會面通話。原文作者喜歡使用 Zoom 通話，它能使作者

看到正在通話的人。但其實許多人因為多種原因而害羞或討厭用 Zoom 通

話，從視訊鏡頭到化為替身可能會讓討厭 Zoom 的人感到欣慰。 

但另一個願景即是工作場所的元宇宙使用了更多的頻寬。一個人可以感覺到

他們正在與另一端的人一起開會，這就是遠端臨場（telepresence）的概

念。這可能意味著將會議傳送到實際辦公室或在虛擬辦公室和會議室舉行會

議。遠端臨場將需要大量頻寬才能投射會議參與者的即時全像投影，並且還

必須假設遠端臨場連接需要低延遲與低抖動。 

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上傳頻寬。商業公司不會通過當今的電

纜技術進行遠端臨場通話。網路服務公司可以通過提供更高的上傳速率來解

決這個問題，有許多公司也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絕大多數網路服務公司

並沒有考慮光纖連接可以提供與下載速率對稱的上傳速率。 

元宇宙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是，許多員工現在都在遠距工作，這意味著公司將

不得不應對各種各樣的低品質家庭頻寬連接。 

相關連結：Doug Dawson(2022). Businesses Are Ready for the 

Metaverse. CircleID. 檢自：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1123-

businesses-are-ready-for-the-metaverse (Dec. 0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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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進入 Metaverse 的世界使用虛擬角色 

 

#231 ICANN 重啟 2023 財政年社群區域外展計劃 

標題 ICANN 重啟 2023 財政年社群區域外展計劃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ICANN, 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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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CANN 正在重新啟動社群區域外展計劃（CROP）。在 2023 會計年度

（FY23），CROP參與計畫現在可供符合條件的社群團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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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 的資金面向五個地區一般會員組織 (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s, RALO) 和五個通用名稱支援組織 (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GNSO) 的選區（包括企業選區、知識產權選

區、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連接提供商選區、非商業用戶選區、非營利運營關

切選區）開放。 

社群區域外展計劃（Community Regional Outreach Program，CROP）基

金面向五個地區一般會員組織 (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s, RALO) 

和五個通用域名支援組織 (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GNSO) 的選區（商業組織、智慧財產權組織、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和連線提

供商組織、非商業使用者組織和非營利性運營關注組織）開放。這些社群團

體過去廣泛依賴 CROP 來支援區域擴增，ICANN鼓勵符合條件的社群團體開

始與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參與團隊合作。  

CROP 是作為 ICANN 2014 會計年度（FY14）預算編制過程的一部分而開發

的，當時 ICANN社群領袖指出：希望透過有計劃的全球擴展方法實現的幾個

關鍵好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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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地方和地區意識，並招募新的社群成員。 

2.更有效地與現任成員接觸，並重新啟動以前參與 ICANN 的社群成員。 

3.向新的受眾團體傳達 ICANN 的使命和目標。 

2017 會計年度，在測試該計劃四年後，CROP 成為 ICANN核心預算的一部

分。 它更名為社群區域擴大計劃，由 ICANN 的政策制定支援部門與全球利

害關係人參團隊與合作協調。 

2020 年 2 月，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暫停了一段期間的 CROP，而最近一次則是

在吉隆坡的 ICANN 75舉行。所有社群成員的健康和安全仍然是 ICANN 的

首要任務。 因此，ICANN 將繼續遵循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以及其他國家當局的相關國家和國際公共衛生指南。 

相關連結：David Olive(2022). ICANN Restarts the Community Regional 

Outreach Program for FY23. ICANN.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icann-restarts-the-community-

regional-outreach-program-for-fy23-21-11-2022-en (Dec. 0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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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重啟計畫 

 

#232 新加坡與韓國正式簽署數位經濟協議以推動互操作性 

標題 新加坡與韓國正式簽署數位經濟協議以推動互操作性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新加坡, 韓國, 互操作性 

引言 

韓國成為第一個與新加坡簽署數位經濟協議的亞洲國家。該合作夥伴關係將

尋求推動兩個市場之間的互操作性和跨境資料流動，包括在電子支付和數位

身份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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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是新加坡的第七大貿易夥伴，兩國的雙邊貿易去年增長 26%，商品貿易

額達到 409.3 億美元。韓國成為第一個與新加坡簽署數位經濟協議的亞洲國

家。該合作夥伴關係將尋求推動兩個市場在電子支付和數位身份領域之間的

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和跨境資料流動。  

該全球貿易協定是新加坡與智利、紐西蘭、澳洲和英國達成類似協議後簽署

的第四個協定，旨在加速數位經濟領域的合作，並改善數位連通性。 根據協

議，韓國和新加坡將建立數位貿易規則和規範，以促進數位系統之間的互操

作性，實現更無縫的跨境資料流動，並為兩國的企業和消費者建立一個值得

信賴和安全的數位環境。  

兩國合作夥伴還將尋求推動新興領域的更深入合作，包括保護個人資料以及

源代碼、電子支付和人工智慧。例如，貿易協定將使在兩國經營的企業能夠

傳輸訊息，包括金融機構生成或持有的資料，只要遵守必要的法規並實施充

分的個人資料保護措施。  

針對資料本地化的規則也將到位，允許組織選擇雲平台以及希望在何處存儲

和處理資料。兩國將進一步確保所提供的政府資料將採用機器可讀和開放格

式，以及免費提供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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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第二部長 Tan See Leng 表示，消費者和企業已從數位化

中受益，儘管快速發展意味著服務斷層和中斷風險將提高，因此需謹慎行

事，以靈活應對這些變化。 

相關連結：Eileen Yu(2022). Singapore, South Korea formalise digital 

economy deal to drive interoperability. ZD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singapore-south-korea-formalise-

digital-economy-deal-to-drive-interoperability/ (Dec. 0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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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中文）：簽署協議 

 

#233 幣安執行官趙長鵬表示，與其反對加密貨幣行業，監管是一個更好的選

擇 

標題 幣安執行官趙長鵬表示，與其反對加密貨幣行業，監管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加密貨幣, FTX 

引言 
幣安執行官趙長鵬表示，隨著加密貨幣變得更加主流，對全球的政府來說，

與其反對加密貨幣行業。監管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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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個加密貨幣平臺相繼崩潰後，本月早些時候 FTX 貨幣交易所最終也破產

了，加密貨幣的監管因此成為焦點。加密貨幣的監管成為重點，幣安執行官

趙長鵬在雅典的活動上表示：「我認為大多數政府現在都明白，無論如何，

加密貨幣都將會被市場市場採用。最好是監管該行業，而不是試圖與之鬥

爭。」 

11 月 11 日，當加密交易所 FTX 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時，不透明的加密貨幣

世界成為新聞的焦點，因為交易員在三天內從該平臺上撤出 60 億美元。這次

的崩跌使估計有 100 萬債權人面臨總額為數十億美元的損失。 

儘管如此，趙執行官說他預計該行業將復甦。 今年（2022）是非常糟糕的一

年，過去兩個月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其實我認為現在這個行業更健康了。雖

然發生 FTX 的事情，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其他企業都很糟糕......。」  

當被問及他是否預示未來比特幣等加密貨幣將會被新增到各國銀行儲備中

時，趙執行官表示，他預計各國將會納入，特別是那些沒有自己貨幣的國

家，並認為將會從較小的國家首先開始。 

相關連結：Michele Kambas(2022). Binance CEO Zhao says don't fight 

crypto, regulate it. reuters. 檢自：

https://www.reuters.com/legal/government/binance-ceo-zhao-says-

dont-fight-crypto-regulate-it-2022-11-25/ (Dec. 0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對加密貨幣控管 

 

#234 Mastodon 是新頂級域名的福音 

標題 Mastodon 是新頂級域名的福音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引言 許多伺服器選擇了新的頂級域名，其中 .social 是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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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隆·馬斯克接管 Twitter 後，與 Twitter 類似的去中心化社群網路 

Mastodon 受到了極高的關注。 

Mastodon 建立在開源軟體之上。無需像使用 Twitter、Facebook 或 

TikTok 那樣在主要服務上進行註冊，而是加入運行在 Mastodon 的伺服器

群。這些伺服器分別由不同的人或公司來維護及運行，然而這些伺服器通常

擁有自己的二級域名。 

例如，使用者可以註冊由非營利組織 Mastodon gGmbH維護的原始伺服器 

mastodon.social，或者選擇 learningdisability.social，這是一個適合對學

習有障礙但又對此感興趣的人的包容性社群。 

Mastodon 目前擁有 6100 台伺服器和每個月 180 萬的活躍用戶。 

從伺服器列表顯示新的頂級網域對於運行執行個體的人來說很受歡迎。 

Mastodon 列出了 57 個同意 Mastodon 伺服器合約的伺服器。以下是這

些伺服器頂級網域的細分： 

.social 19 

.io 3 

.org 3 

.communi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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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2 

各有一

個：.ai, .app, .au, .be, .ca, .chat, .club, .co, .exchange, .games, .gr, .ie, .lgbt, 

.lol, .nu, .nz, .party, .press, .scott, .sh.to, .uk, .us, .wales, .world, .xyz, .zone 

其中一些是建立在現有網站上的子域。這些只是 Mastodon 網站上標示的內

容，根據 nTLDStats，11 月 .social 的註冊量劇烈上升： 

 

雖然 Mastodon 擁有大約 6,000 台伺服器，且原始註冊的帳號對於新的頂

級域名來說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些網域現在皆還在使用中，因此關鍵點

是：以 .social 域名來說，不論新舊用戶都可以存取頂級域名，並且進入具有

包容性的社群。 

相關連結：Andrew Allemann(2022). Mastodon is a boon to new top level 

domains. Domain Name Wire. 檢自：

https://domainnamewire.com/2022/11/16/mastadon-is-a-boon-to-

new-top-level-domains/ (Dec. 0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伺服器有許多人進行管理 

 

#235 非洲資料中心計劃在盧安達建立資料中心 

標題 非洲資料中心計劃在盧安達建立資料中心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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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洲資料中心是非洲最大的網際網路營運商和雲端資料中心，該公司宣布將

在盧安達建立第一個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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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資料中心（Africa Data centers）是非洲最大的網際網路營運商和雲端資

料中心，該公司宣布將在盧安達建立第一個資料中心。 

該資料中心將設在盧安達共和國首都吉加利，該設施將會有 2 百萬瓦（MW）

的負荷以滿足該地區日益增長的伺服器電力需求，並計劃於 2023 年第一季度

動工。 

雖然盧安達共和國有自己的國家資料中心，但在資料中心行業還只是個新手。

非洲資料中心執行長 Tesh Durvasula 表示：「考慮盧安達共和國在 Covid-19

疫情後強勁的經濟復甦，以及當地政府對數位轉型的關注，我們在其首都吉加

利建立資料中心的決定顯而易見。」 

該公司指出，儘管盧安達共和國是東非內陸國家，但它與烏干達以及從烏干達

到肯亞海岸之間有穩定的網路基礎設施。非洲資料中心表示，將通過連接新的

資料中心和肯亞共和國首都奈洛比的站點，確保盧安達成為其東非生態系統的

一部分。 

非洲資料中心在肯亞、奈及利亞、迦納、多哥和南非有已建立或規劃建立的機

構。該公司計劃在非洲建立 10 個互相連接的雲計算資料中心，該公司稱這是



477 
	

為非洲數位的未來投資。另外耗資 5 億美元的世界級大規模資料中心將在整個

非洲建立，其中包括北非的摩洛哥、突尼西亞和埃及。 

相關連結：VAUGHAN O'GRADY(2022). Africa Data Centres plans its first 

data centre in Rwanda. Developing Telecoms. 檢 自 ：

https://developingtelecoms.com/telecom-technology/data-centres-

networks/14266-africa-data-centres-plans-data-centre-in-rwanda-

2.html (Dec. 05,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盧安達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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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週期：2022/12/12-12/17 

#236 FCC 要求 ISP 標示頻寬「營養標籤」及所有費用和限制 

標題 FCC 要求 ISP 標示頻寬「營養標籤」及所有費用和限制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FCC, 營養標籤 

引言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通過一項規則，要求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必須顯著標示「營養標籤」，清楚說明消費者正在考慮任何網路方案

的所有費用和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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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通過

一項規則，要求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必須

顯著標示「營養標籤」，清楚說明消費者正在考慮任何網路方案的所有費用和

上限。 

主席 Jessica Rosenworcel 表示，此規則將 ISP必須在消費者做出購買決定前，

全面展示營養標籤。這意味著消費者會預先了解有關價格、速度、數據限額和

高速網際網路服務等其他方面的簡單易懂事實。 

這些標籤看起來像食品標籤，標籤必須是完全標準化與機器可讀的，並且顯示

在供應商網頁的主要說明頁面上，不能要求用戶需多次點擊才能取得標籤，或

顯示在容易忽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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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需在標籤上清楚標示消費者需要了解有關該網際網路連接的所有重要

統計數據： 

● 每月價格和合約期限 

● 該價格是否會在一定時間後發生變化 

● 月費和一次性費用，以及提前終止費用的完整列表 

● 「典型」下載和上傳速度以及延遲為何 

● 數據上限和超出該上限的價格 

● 連接到網路管理（例如，零費率（Zero-rating）和內容阻擋）以及隱私

政策 

所有在標籤上的資訊都清楚地公布在各個供應商網站並以相同的格式發布，任

何人都可以查看，就像比較兩個品牌的麥片一樣，消費者可以比較決定哪一個

較適合自身狀況，不會因誤導性的促銷價格而影響決定。 

FCC 發 言 人 表示， 這些規則必須首先由管 理 和 預算辦公室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審查，之後公佈於聯邦公報上，供應商將有六個月

的時間來遵守規定。 

相關連結：Devin Coldewey(2022). FCC orders ISPs to show broadband 

‘nutrition labels’ with all fees and limits. TechCrunch. 檢 自 ：

https://techcrunch.com/2022/11/17/fcc-orders-isps-to-show-

broadband-nutrition-labels-with-all-fees-and-limits/ (Dec.12, 2022) 

圖片來源： FCC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頻寬營養標籤 

 

#237 2022 年 CSC 域名安全報告發現，近四分之三的全球前 2000 大公司面

臨著驚人的安全威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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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2022 年 CSC 域名安全報告發現，近四分之三的全球前 2000 大公司面臨

著驚人的安全威脅風險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DNS, DNS 劫持, BEC, DNSSEC 

引言 

域名受理註冊機構 CSC（Corporation Service Company）發布了第三份年

度域名安全報告，發現四分之三的「富比世 2000 大企業」沒有採取措施保護

域名。 

摘要 

字

數： 

880 

 

域名受理註冊機構 CSC（Corporation Service Company）發布了第三份年度

域名安全報告，發現四分之三的「富比世 2000 大企業」沒有採取關鍵的域名

安全措施，這使他們面臨很高的安全威脅風險。 

此外，75%的相似字形域名都被不相關的第三方註冊。許多世界級的大品牌都

面臨著與他們的品牌相似的惡意註冊域名。這些虛假域名註冊的目的是利用對

目標品牌的信任來發起網路釣魚攻擊或其他形式的數位品牌濫用與智慧財產

侵權。 

CSC 的研究報告概括: 

● 137 家公司（6.8%）的域名安全得分為 0：沒有部署任何域名安全措施

會使這些公司面臨各種攻擊的風險，包括 DNS 劫持、個資外洩、網路

釣魚和勒索軟體攻擊以 及 商業電子郵件詐騙（ 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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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使用企業域名註冊商的公司部署了域名鎖 (Registry Lock)：域名鎖

是一種非常經濟有效的方法，可以保護域名免受意外或未經授權的修改

或刪除。使用個人註冊商的公司只有 5%部署了域名鎖。 

● DMARC 的使用是今年唯一有顯著增加的安全措施：網路釣魚的新聞不

斷增加，包括受害數量和複雜性，因此以網域為基礎的訊息驗證、報告

和一致性（Domain-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Reporting & 

Conformance，DMARC）的使用在過去一年增加了 12 個百分點就不

足為奇。然而，其他安全措施，如域名鎖、域名系統冗餘（Redundancy）

技術、DNS 安全擴展（DNSSEC）和 DNS 憑證頒發機構授權（DNS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Authorization，CAA）記錄，都成長有限。 

CSC 數位品牌服務執行長 Mark Calandra 表示：「這份報告顯示，雖然已經

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大多數上榜的富比世 2000 大企業仍然忽視了域名基本安

全措施的全面執行。」 

CSC 的報告還發現，82%註冊相似字域名的第三方正積極掩蓋他們的身份。這

表明他們可能有不良企圖。此外，可以用來發送釣魚郵件或攔截電子郵件的 MX

記錄，在 2021 年使用率為 43%，2022 年提升為 48%。 

相關連結：CSC(2022). 2022 CSC Domain Security Report Finds Nearly 

Three-Quarters of Global 2000 Companies are at Alarmingly High Risk of 

Exposure to Security Threats. CircleID. 檢 自 ：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1118-csc-domain-security-report-finds-

nearly-three-quarters-of-global-2000-companies-are-at-alarmingly-

high-risk-of-exposure-to-security-threats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風險英文 

 

#238 蘋果因資料收集行為面臨潛在的集體訴訟 

標題 蘋果因資料收集行為面臨潛在的集體訴訟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ple, 訴訟, 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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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一份獨立研究報告被釋出之後，蘋果因資料收集做法不當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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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釋出的一份報告中發現即使消費者已明確在隱私設定選項中關閉跟蹤，蘋

果仍繼續在其行動應用程式追蹤消費者。 原告 Elliot Libman 代表自己和其他

受影響的消費者提起的擬議集體訴訟聲稱，蘋果的隱私保證違反了《加州侵犯

隱私法》（California Invasion of Privacy Act）。 

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和獨立研究人員 Tommy Mysk 和 Talal Haj Bakry 發現，即

使使用者完全關閉「裝置資料共享及分析」的 iPhone 設定，蘋果仍在許多第

一方應用程式中收集有關其使用者的資料。 在他們的測試中，研究人員檢查了

蘋果的應用程式，包括 App Store、Apple Music、Apple TV、書籍和股票，

發現禁用此設定以及其他隱私控制，並不會影響蘋果的資料收集。 

原告希望將該訴訟認證為集體訴訟，並尋求補償性、懲罰性的損害賠償，以及

其他公平的經濟補償。 

相關連結：Sarah Perez(2022). Apple faces a potential class action lawsuit 

over data collection practices. TechCrunch. 檢 自 ：

https://techcrunch.com/2022/11/19/this-week-in-apps-apple-epic-

antitrust-battle-resumes-apple-sued-over-tracking-googles-new-rules-

for-kids-apps/ (Dec. 0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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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透過電腦蒐集資料 

 

#239 隨著世界人口超過 80 億，世界測量單位也隨之擴展 

標題 隨著世界人口超過 80 億，世界測量單位也隨之擴展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單位, ronna, quetta 

引言 
你覺得哪一個測量單位更大：ronna 還是 quetta？隨著全球人口超過 80

億，凡爾賽度量衡大會擴大了本世紀首次的世界測量單位系統。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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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快速的進步以及網路、智慧手機和雲端的大量全球資料儲存意味著用於測

量重量和尺寸的術語也需要擴充。  

「在過去的 30 年裡，資料量呈指數增長，資料科學家已經意識到，未來將不

再能由文字來描述單位了。大多數人都熟悉像毫（milli）這樣的字首，例如毫

克（milligram）， 但這已經是有史以來最大和最小的字首。」英國國家物理

實驗室計量學負責人 Dr. Richard Brown 告訴美聯社，並提出了四個新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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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na：數字後有 27 個零 

● quetta：數字後有 30 個零 

● ronto：小數點後 27 個零 

● quecto：小數點後 30 個零 

凡爾賽度量衡大會是國際度量衡局的最高權威，該組織批准了這些字首，這是

自 1991 年以來首次新增新條款。 

Brown 說，新術語使科學家變得更容易描述事物，像是：電子的品質是 1 

rontogram；手機上的一個位元組資料將手機的品質增加 1 quectogram；木

星的質量只是 2 quettagrams。  

他還補充了為什麼新名字不是隨機選擇的：新字首的第一個字母必須是其他單

位中不使用的字母，目前只有字母「r」和「q」還沒有被拿走。  

相關連結：THOMAS ADAMSON(2022). New measures for size, as world’s 

people surpass 8 billion. AP news. 檢 自 ：

https://apnews.com/article/science-europe-paris-

e0fa7e7e9004ee3b8ac6c2e532cef39f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測量英文 

 

#240 Starlink 現在已經覆蓋整個澳大利亞 

標題 Starlink 現在已經覆蓋整個澳大利亞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衛星, 網路 

引言 Starlink 服務範圍已完全覆蓋澳大利亞，網路服務表現也越來越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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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盛頓州傑拉爾頓初級產業和區域發展部的 Robert Smallwood自 2022

年 3 月以來一直在測試 Starlink 服務表現。他認為該服務的品質整體快速且可

靠，就算有中斷也是幾秒鐘而已，最長的中斷是 8 月 30 日，持續了 1.5小時，

但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 

Robert 將 Starlink 硬體設備安裝在兩層樓高的屋頂上，確保訊號接收不受干

擾和阻擋。在 2022 年 3 月至 10 月期間測量數據: 

● 平均下載:162.5mbs 範圍 14.4~319.4mbs。 

● 平均上傳:22.6mbs 範圍 5.5~89.45mbs。 

最大下載和上傳速度隨著時間的推移並沒有明顯的變化。在過去 30 天內，下

載速度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更加穩定。這可能是因為 Starlink 對用戶數量的嚴格

管理，會依據現有衛星的可用容量讓用戶加入。 

Starlink 的最近狀況： 

● SpaceX 公司於 2019 年開始發射 Starlink 衛星。截至 2022 年 9 月，

已有 3000 多顆衛星被送到低軌道（Low Earth orbit，LEO） 

● 該服務主要致力於為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提供高速、低延遲的寬頻網

路。截至 2022 年 9 月，標準服務每月費用為 110 美元，硬體費用為 

59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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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中旬，該公司宣布，與 2022 年 3 月的覆蓋率相比，澳大利亞的覆

蓋率增加了約 20%。2022 年 10 月和 11 月宣布 Starlink 100%覆蓋了

澳大利亞，除了位於澳大利亞西部的平方公里陣列（Square Kilometre 

Array，SKA）無線電望遠鏡所在的區域 

● 截至 2022 年 9 月，Starlink 網路服務已覆蓋七大洲 41 個國家。就算消

費者沒有選擇 Starlink 作為家庭的網路供應商，他們的智慧手機不久後

也會使用該衛星的服務，提供的服務將從簡訊，支援到電話和網路。 

與此同時，澳洲通訊部長 Michelle Rowland 最近宣布，澳洲將成立一個 LEO

工作組，幫助政府了解未來的電信政策如何對這一新興科技作用。 

此外，Starlink 的大量衛星可能會產生長期的太空碎片危險，將數千顆衛星放

置在軌道上可能導致衛星碰撞，引發凱斯勒現象（Kessler Syndrome）。 

相關連結：Paul Budde(2022). Starlink Now Covers All of Australia. CircleID. 

檢自：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1125-starlink-now-covers-all-of-

australia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衛星覆蓋地球 

	
 	



487 
	

50. 週期：2022/12/19-12/24 

#241 針對法律和零售業的「回撥網釣」活動 

標題 針對法律和零售業的「回撥網釣」活動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回撥網釣 

引言 
研究人員發現幾起與 Luna Moth/Silent Ransom 組織針對法律和零售的回撥

網路釣魚勒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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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發現幾起與 Luna Moth/Silent Ransom 組織針對法律和零售的回撥

網路釣魚（callback phishing）勒索事件。 

Palo Alto 的 unit 42 研究小組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表示，該活動利用勒索手

段，讓受害者損失數十萬美元。由於每個受害目標的成本低、檢測風險低和獲

利速度快，使得該事件的範圍正在持續擴大。Unit 42 已確定幾個常見的指標，

其一為攻擊者對每個受害者獨有的網路呼叫中心和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攻擊。 

勒索軟體通常始於網路釣魚攻擊，Hoxhunt 執行長 Mika Aalto 表示，如果公

司從 Gmail 獲得與用戶工作電子郵件相關的業務訊息，即可能是針對公司的網

路釣魚攻擊。網路釣魚攻擊沿著連結，最終使攻擊者能夠控制受害者的電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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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的網路。因此當有陌生人通過電子郵件聯繫時，應謹慎檢查是否為釣魚郵

件。 

Vulcan Cyber 的高級技術工程師 Mike Parkin 表示，使用這種手段進行攻擊

很難防治，因為不涉及惡意軟體程式，而且這些電子郵件大致上看起來非常像

合法來源。從過去所發生的事件來看，用戶本身的使用習慣一直是最大的威脅。

攻擊者依靠人性和工程技術來實現目標，這些是眾所周知，但難以防禦。 

相關連結：Steve Zurier(2022). Callback phishing campaign targets legal 

and retail sectors. SC Media. 檢 自 ：

https://www.scmagazine.com/news/social-engineering/callback-

phishing-campaign-targets-legal-and-retail-sectors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回撥網釣活動 

 

#242 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加強對微軟的審查 

標題 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加強對微軟的審查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反壟斷, 微軟 

引言 
微軟可能面臨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的調查，因為監管機構加強在

Salesforce.com 針對消息應用程式 Slack 引發的案件中的做法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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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可能面臨歐盟反壟斷監察機構的調查，因為監管機構在 Salesforce.com

針對消息應用程式的 Slack，所引發的案件進行審查。 

去年，Slack 向歐盟委員會投訴，微軟將通訊和協同運作軟體 Teams 整合到

Office 產品中。微軟於 2017 年推出 Teams，希望在快速增長且利潤高的線上

工作協作市場中分一杯羹。Slack 敦促歐盟競爭( EU competition)執法者要求

微軟將 Teams 與Office 分開，並以公平的商業價格單獨出售。 

知情人士表示，歐盟委員會在 10 月發出另一批問卷調查，以跟進去年 10 月所

發出的調查，這表明歐盟競爭執法機構正在為正式調查做準備。 

歐盟委員會正在研究微軟的互操作性和捆綁策略，並且正在尋找能確定補救措

施的資訊。在過去十年裡，微軟因涉及捆綁和其他行為被罰款 23 億美元。 

相關連結：Foo Yun Chee(2022). Exclusive: EU antitrust regulators ramp up 

Microsoft scrutiny, probe likely - sources. reuters. 檢 自 ：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eu-antitrust-regulators-ramp-up-

microsoft-scrutiny-probe-likely-sources-2022-11-24/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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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歐洲議會網站在宣布俄羅斯支持恐怖主義後遭受到 DDos 攻擊 

標題 歐洲議會網站在宣布俄羅斯支持恐怖主義後遭受到 DDos 攻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DDoS, 恐怖主義 

引言 
歐洲議會網站因分佈式阻斷服務攻擊 (DDoS) 而離線數小時，該攻擊發生在

管理機構投票宣布俄羅斯政府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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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網站因分佈式阻斷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

DDoS）而離線數小時，該攻擊發生在管理機構投票宣布俄羅斯政府為支持恐

怖主義的國家後。 

歐洲議會主席 Roberta Metsola 證實這次的襲擊事件是一個親克里姆林宮

(pro-Kremlin)的組織聲稱是他們犯案。親克里姆林宮組織很可能是被稱為

Killnet 的組織，該組織出現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初，DDoS 攻擊目標包括立

陶宛、德國、意大利、羅馬尼亞、挪威和美國的警察部門、機場和政府。 

在針對歐洲議會的攻擊開始後，Killnet 成員在 Telegram 上的一個私人頻道

上發布，顯示歐洲議會網站在 23 個國家/地區無法存取。議會以壓倒性多數投

票宣佈俄羅斯因攻擊烏克蘭而成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後不久，歐洲議會網

站就遭網攻。歐洲議會成員表示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平民的蓄意襲擊以及破壞

民用基礎設施，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人道主義法，已構成恐怖行為與戰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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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 攻擊通常利用數百萬台感染惡意軟體的電腦，攻擊者使用超出所能容納

的流量轟炸目標站點，迫使站點拒絕為合法用戶提供服務。 

相關連結：DAN GOODIN(2022). European Parliament declares Russia a 

terrorism sponsor, then its site goes down. arsTECHNICA. 檢自 ：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22/11/european-

parliament-ddosed-after-declaring-russia-a-sponsor-of-terrorism/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電腦遭受 DDoS 攻擊 

 

#244 英國在言論自由抗議後淡化網路規管計劃 

標題 英國在言論自由抗議後淡化網路規管計劃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監管機構, 網路規管計劃 

引言 
英國政府放棄一項強制科技公司刪除有害但合法的網際網路規管計劃，該提

案遭到立法者和公民自由團體強烈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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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放棄一項強制科技公司刪除有害但合法的網際網路規管計劃，該提案

遭到立法者和公民自由團體強烈批評。該法案是一項旨在打擊線上種族主義、

性虐待、欺凌、欺詐和其他有害但有爭議的議題，最初賦予監管機構廣泛的權

力，以制裁 Google、Facebook、Twitter 和 TikTok 等社群媒體。 

反對者擔心要求最大的平台刪除合法但有害的內容可能會產生審查制度並破

壞言論自由。保守黨總理 Rishi Sunak 政府現已放棄該法案的一部分，表示這

可能會過度定罪線上內容。該政府同時希望這一法案能在 2023 年年中之前在

議會中獲得通過，因此法案已在議會中擱置 18 個月。 

法案稱公司必須制定明確的服務條款並遵守，公司可以允許成年人張貼和查看

有害的資料。但禁止種族主義、恐同或其他攻擊性內容，而未能實現的平台可

能會被處以高達其年營業額 10%的罰款。 

該立法還要求公司通過警告、內容審核或其他方式，避免看到合法但可能有害

的內容，例如美化飲食失調、厭食症和其他一些形式的虐待。並且必須展示如

何防止兒童看到有害的內容，例如設置用戶年齡限制，合法但有害的內容只允

許成人觀看，兒童將受到保護限制。 

相關連結：JILL LAWLESS(2022). UK waters down internet rules plan after 

free speech outcry. AP NEWS. 檢自：https://apnews.com/article/british-

politics-technology-europe-bullying-online-safety-

53dfbdad332372a739b3dafb2c62a892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箭頭逐漸降低 

 

#245 歐盟數位負責人在虛擬會議上警告馬斯克：推特必須遵守歐洲的平台規

則 

標題 歐盟數位負責人在虛擬會議上警告馬斯克：推特必須遵守歐洲的平台規則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推特, 歐盟, 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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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位歐盟高階官員警告 Twitter 負責人馬斯克（Elon Musk）：社群媒體平臺

必須重視並遵守歐盟內容審查法，歐洲官員將會密切監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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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數位部門長官 Thierry Breton 表示：「Twitter 在履行《數位服務法》

（Digital Services Act，DSA）規定的義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Twitter

必須實施透明的使用者政策，加強內容稽核，保護言論自由，決心解決虛假資

訊，並限制有針對性的廣告，以上這些無論在數量上或是技術上，都需要足夠

的人工智慧和人力資源。我非常期待 Twitter 在這些領域有所進展，我們會實

際訪查以了解 Twitter 的準備狀況」。 

Breton 補充說，馬斯克同意讓歐盟官員在明年初對社群媒體平臺進行「壓力測

試」，以確認是否符合 DSA。該測試將於 2023 年初在推特總部進行，並為推

特提供充分的改進機會，以遵守任何法定截止日期。 

DSA 為科技行業如何處理社群媒體上的錯誤資訊和非法內容以及線上市場上

的非法商品和服務制定了新規則，違反法律的公司可能會面臨數十億的罰款。 

推特表示，自馬斯克接管該公司以來政策都沒有改變，公司的信任和安全團隊

仍然強大且資源充足，自動檢測在消除濫用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

而，自購買 Twitter 以來，馬斯克恢復了許多因早些時候違反 Twitter 規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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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暫停的帳戶，包括前總統 Donald Trump，並放寬了 Twitter 條款的執行，

包括停止執行 Twitter 的新冠肺炎錯誤資訊政策。 

相關連結：Brian Fung(2022). Twitter must comply with Europe’s platform 

rules, EU digital chief warns Musk in virtual meeting. CNN. 檢自：

https://edition.cnn.com/2022/11/30/tech/twitter-eu-compliance-

warning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規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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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週期：2022/12/26-12/31 

#246 英國與烏克蘭達成數位貿易協議 

標題 英國與烏克蘭達成數位貿易協議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英國, 烏克蘭, 政策 

引言 
英國政府認為戰爭破壞烏克蘭基礎設施，使得實際交易變得困難，因此數位

交易顯得特別有價值，並希望該協議將有助於支援烏克蘭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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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貿易協議由英國貿易部長 Kemi Badenoch 和烏克蘭貿易經濟部長 Yulia 

Svyrydenko 在倫敦會議上達成。Badenoch 表示，這個協議將有助於保護烏

克蘭的現在和未來戰後的工作、生計和家庭。 

英國國際貿易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DIT）表示：希望數

位貿易協議能使英國和烏克蘭的數位身份系統相互協作，那些失去證件或因戰

爭而被迫前往新國家的人迫切需要能夠證明自己身份的數位工具。該協議還將

促進更深入的網路安全的合作，並有助於金融服務公司之間的跨境資訊順利流

動。 

Svyrydenko 女士說：這筆交易表明，儘管面臨著戰爭的所有挑戰，烏克蘭的

資訊公司在世界各地仍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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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專家 Sabina Ciofu 告訴 BBC，該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最終文

字尚未商定，目前還在協議中。通常，此類交易會在網路安全、人工智慧和新

興技術等方面正式商定合作，這些應用領域可能會轉化為「雙方的監管機構和

產業的試點專案」。但根據 Ciofu 的說法，這項特定協議可能會得到很多支援

以加快實施。 

相關連結：BBC(2022). UK strikes digital trade deal with Ukraine. BBC. 檢

自：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63815356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貿易英文 

 

#247 司法部建議 FCC 拒絕 ARCOS 電纜連接古巴的提議 

標題 司法部建議 FCC 拒絕 ARCOS 電纜連接古巴的提議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海底電纜 

引言 ARCOS 海底電纜增設佛羅里達到古巴區段的提議，遭到美國司法部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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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資訊系統教授 Larry Press 於 2020 年 9 月寫了一篇關於

從 ARCOS 海底電纜連接 56 公里電纜到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文章。 

在前美國總統川普任期時，美國海外通信服務部門評估委員會（Assessment 

of 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Sector）表示將對該提案進行 120 天的安全審查。 

Press 認為美國的政策是「通過擴大網路服務增加對古巴人民的支持」，所以

這項提案應該會快速通過，但 120 天過去卻沒有任何進度。Press 詢問了幾位

高層官員，但沒有得到任何解釋。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時，Larry Press 持續主張支持這項提議，指出這會使古巴人

民受益，並受到佛羅里達州選民的歡迎。 

12 月 2 日司法部發表一份新聞稿，委員會最終建議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拒絕此項 ARCOS 申請。助理司法部

長 Matthew Olsen 表示「只要古巴政府有意與其他國家合作，蒐集情報造成

威脅，對美國關鍵基礎設施面臨的風險太大了。」 

司法部列出了三個風險因素: 

● 古巴政府營運的電信壟斷企業 ETECSA 將擁有古巴的登陸站，因此可以

接入古巴一段的所有通訊。 

● 古巴政府可以執行 BGP劫持，攔截非古巴的網路流量。 

● 古巴政府與中國和俄羅斯關係密切，可以與他們分享從以上兩點拿到的

情報。 

網路監測公司 Kentik 的分析主管 Doug Madory 反駁了這一說法，指出所有

進出古巴的流量本來就透過 ETECSA，因此增加一條海底電纜並沒有差別，古

巴劫持流量或與中國和俄羅斯共享情報，是現在就可以施行的行動，跟電纜無

關。Madory 總結道：「我認為這是一個政治決定，因為從技術角度來看，這

份聲明中列出的理由完全是無稽之談。」 

相關連結：Larry Press(2022). Justice Department Recommends That the 

FCC Deny the Proposed ARCOS Cable Segment Connecting Florida and 

Cuba. CiecleID. 檢 自 ： 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1203-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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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recommends-that-fcc-deny-proposed-arcos-cable-

segment-connecting-florida-and-cuba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表示拒絕 

 

#248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同意 SpaceX 發射 7,500 顆 Starlink 頻寬衛星 

標題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同意 SpaceX 發射 7,500 顆 Starlink 頻寬衛星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頻寬, FCC 

引言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已經批准 Elon Musk 的 SpaceX公司建造和發射 7500

顆第二代 Starlink 衛星。 

摘要 

字

數： 

930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已經批

准 Elon Musk 的 SpaceX 公司建造和發射 7500 顆第二代 Starlink 衛星。

SpaceX原申請發射 29988 顆 2 代衛星，該委員會表示，由於軌道碎片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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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問題，減少授權 SpaceX 2代衛星的數量。這 7,500 顆新衛星獲准在 525、

530 和 535公里的高度使用 Ku 和 Ka 波段的頻率。 

根據 FCC 資料，截至 2022 年 10 月，SpaceX已經發射 3500多顆 1代 Starlink

衛星。FCC 推遲了 SpaceX 要求使用 E 波段頻率和信標（Beacon）追蹤申請。 

「為了解決對軌道碎片和太空安全的擔憂，我們將此申請限制在 7500 顆衛星，

並在特定高度運行，SpaceX已承諾將先前已取得授權的 v 波段納入其 2 代衛

星系統，這樣 v 波段就不會只運行單一系統。意味我們今天的行動並沒有增加

授權 SpaceX 的衛星總數，與 SpaceX原需部署的衛星總數相比，事實上略有

減少。」 

FCC 還要求 SpaceX 報告避免太空碰撞而採取的緩解措施，並指示 SpaceX需

與NASA 合作，確保發射窗口的持續可用性，並在衛星故障超過一定值時，暫

停部署新衛星。 

SpaceX 的申請遭到了眾多太空利害關係人的反對，包括 SES Americom 和

O3b、Viasat、NASA 和國家科學基金會，以及 Amazon 的 Kuiper 計畫。FCC

採納了其中一些反對意見。 

SpaceX公司於 2020 年 5 月提交了 2 代 Starlink 申請，要求在距離地球 328

至 614 公里的高度運行 3 萬顆衛星。 

目前則計劃在海拔 340 公里至 614 公里的高度運行 29988 顆 2 代衛星，其中

約三分之二(19440 顆)部署在海拔 340 公里至 360 公里的高度，低於國際太空

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ISS），大約三分之一(10080 顆)的衛星將

部署在 525公里至 535公里的高度，高於國際空間站，低於 SpaceX 的 1 代

衛星。另 468 顆衛星將被部署在逆行軌道的外圍，中心高度分別為 604 公里

和 614 公里。 

FCC 8 月否決了 Starlink 8.85 億美元的農村寬頻計畫競標，委員會稱這是一項

新興技術，對其網路速度的不穩定表示擔憂。 

相關連結：Liam Tung(2022). US FCC clears SpaceX to launch 7,500 Gen2 

Starlink broadband satellites. ZDNet. 檢 自 ：

https://www.zdnet.com/home-and-office/networking/us-fcc-clears-

spacex-to-launch-7500-gen2-starlink-broadband-satellites/ (De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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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衛星升空 

 

#249 SubPro ODP 更新工作計畫 7 ，項目包含資源、人員配置和後勤 

標題 SubPro ODP 更新工作計畫 7 ，項目包含資源、人員配置和後勤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gTLD, ICANN, SubPro 

引言 
ICANN 的部落格更新新通用頂級域名（gTLD）後續流程（SubPro）營運設

計階段（ODP），此次將介紹工作計畫 7：資源和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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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ICANN 的部落格更新新通用頂級域名（Generic top-level-domain，gTLD）

後續流程（Subsequent Procedures，SubPro）營運設計階段（Operational 

Design Phase，ODP），此次將介紹工作計畫 7：資源和人力配置。 

2012 年，ICANN增加大量人員來開發和執行項目計劃。儘管組織能力從那時

得到了擴展，但營運需求也有所增加，《新 gTLD 後續流程政策制定過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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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報告》中也提出了人力的需求建議；因此，如果董事會核可，ICANN ORG

將招募更多的工作人員。 

工作計畫 7 的主要職責是根據項目的專業技能要求，招聘所需員工（臨時和永

久員工），確保工作空間與設施的安全，給予員工舒適和合作的環境，並提供

培訓，確保高效地達到項目要求。 

招募需要仔細定義預計的資源，並為各單位明確制定需要新員工的時間表，以

準確的預測預算和規劃。主要考慮因素是確保招募人力是基於長期需求，以避

免過度招募的風險，並且要提前提出招募請求，以安排招募流程，讓新員工在

適當時間入職。這流程對於各項目的每一階段以及其後的任何人力招募都是不

可或缺的。 

為 ICANN項目獲取額外人力資源，是要分階段進行的。根據所需資源的類型、

職位所需的時間、招募所需的時間以及入職和培訓所需的時間等因素考慮。 

如此結構化的入職流程，是為確保新員工對 ICANN 生態系統、政策和相關流

程的理解。 

ICANN組織營造了一個安全、包容和積極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每個聲音都

極為重要。與 ICANN 社群彼此聯繫並為之服務是 ICANN 的基礎文化，激勵

員工支持我們的使命。因此短時間內為下一輪 gTLD 引入大量新員工，可能會

削弱這種文化。 

建立組織文化必須透過領導人、政策以及員工和人事經理的培訓來培養和加

強。確立 ICANN組織的實施機制是工作計畫 7 討論的關鍵。 

相關連結： Karen Lentz(2022). SubPro ODP Update: Work Track 7, 

Resources, Staffing, and Logistics. ICANN. 檢 自 ：

https://www.icann.org/en/blogs/details/subpro-odp-update-work-

track-7-resources-staffing-and-logistics-02-12-2022-en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箭頭逐漸上升，表示更新 

 

#250 瑞士尋求強制報告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網路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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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瑞士尋求強制報告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網路攻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網路攻擊, 政策 

引言 
瑞士政府提議強制報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網路攻擊，以幫助揭露駭客並更廣

泛地發出警告。 

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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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政府要求議會批准以「報告義務」為基礎的立法，並闡明國家網路安全中

心（ National Cybersecurity Centre ，NCSC）需作為網路攻擊中央監督機

構。 

瑞士政府在一份宣告中說：「成功的網路攻擊可能會對瑞士經濟的可用性和安

全產生深遠的影響。 公眾、政府和公司每天都面臨網路攻擊的風險。所有向 

NCSC 的報告都是自願的，目前沒有關於襲擊的總體情況。」 

例如，瑞士證券交易所營運商 SIX 在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後，駭客襲擊有

所增加；機場地面服務和航空貨運營運商 Swissport 於 2 月遭到勒索軟體攻

擊，導致一些業務中斷；9 月份的 Nord Stream 管道洩漏歸咎於破壞後，歐洲

各國紛紛開始保護能源基礎設施，例如從挪威能源設施到德國電力線路。 

相關連結 ： Rachel More(2022). Swiss seek mandatory reporting of 

cyberattacks on key infrastructure. reuters. 檢 自 ：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swiss-seek-mandatory-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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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attacks-key-infrastructure-2022-12-02/ (Dec. 12, 2022) 

Photo created by freepik 

圖片說明(中文）：網路攻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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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第 1 篇】人工智慧對人權衝擊之評估 

人工智慧對人權衝擊之評估 

（戴匡／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研究員） 

	

引言：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Michelle Bachelet 警告，當我們享

受人工智慧（AI）所帶來的方便時，若未考量其對人權的衝擊，可能

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她進一步呼籲各國為 AI 設下人權規範。 

人工智慧及人權爭議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Michelle Bachelet 警告1，若未充分考

慮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科技如何影響人權，可能

將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她大力呼籲為 AI 設下人權規範。 

根據 Bachelet 提出的一份新報告，特徵分析、自動化決策技術

以及機器學習等技術可能大規模侵犯人權，若不為 AI 設下紅線，人

們的隱私、健康、教育、自由遷徙、和平集會及結社，以及言論自由

等人權可能將受衝擊。該報告指出，國家與企業經常急於整合 AI 應
	

1UN News (2021). Urgent action needed o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s to human rights.  

檢自：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9/1099972 (Jan. 13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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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式，因此未能落實盡職調查責任，且許多受害者因政府單位濫用

AI 而遭不公平對待。舉例而言，社工或社會福利行政公務員使用具系

統性偏誤的 AI 認證工具做出錯誤裁量，導致弱勢權益遭剝奪；或警

方根據有缺陷的臉部識別軟體逮捕無罪人士。 

該報告詳細介紹 AI 系統如何依賴大型資料集，且以多元、通常

不透明的方式蒐集、共享、合成及分析個資。報告指出，用於通報及

指導 AI 系統的資料不一定是適切的，許多資料有誤、過時、無關，

甚至帶有人為歧視。報告強調，各國及相關行為者應嚴加審視 AI 工

具的推論性、預測性及監控性，包括 AI 對人類行為模式的洞察。 

AI 技術由人類建構、並被部署於具有根深蒂固歧視的系統與機

構中，從刑事制度、住宅、工作場所到金融機構，既有社會偏見及歧

視可說是無處不在2，因此，蒐集的資料很難避免人為偏見，以及因偏

見導致的歧視性決策，其中社會邊緣群體可說是深受其害。例如：協

助房東評估房客的 AI 系統仰賴於反映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身心障

礙歧視等內在偏見的法庭紀錄與其他資料集，導致系統將部分有能力

支付租金者認定為資格不符。 

目前越來越多國家、國際組織與科技公司選擇使用以 AI 為本的

生物辨識技術，這類技術可用於即時與遠距識別，儘管相當方便，卻

可能造成政府或企業濫用所導致不當追蹤個人的後果。由於 AI 系統

開發及維運所依賴的資料環境、演算法及模式的複雜性，以及政府與

私營單位的刻意保密，大眾無法充分理解 AI 系統對人權及社會所造

成的影響。Bachelet 呼籲，隨著人權風險愈高，針對 AI 的法律規範

也應越愈趨嚴格。 

	
2Olga Akselrod (2021).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Deepen Raci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CLU. 檢自：https://www.aclu.org/news/privacy-technology/how-artificial-

intelligence-can-deepen-racial-and-economic-inequities/ (Jan. 13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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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achelet 也呼籲3禁用未依國際人權法規範使用的 AI 應

用程式，並點名去（2021）年爭議連連、由以色列監控企業 NSO 

Group 開發的 Pegasus 間諜軟體。根據去年夏天由公民實驗室

（Citizen Lab）及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布的

調查報告4，許多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及墨西哥）

利用 Pegasus 軟體監控國內維權人士、記者及政治人物手機，受害

者達數千多名。隨著愈來愈多類似案件被揭露，NSO Group 成為全

球頭條新聞，且廣受國際輿論批評，受 Pegasus 軟體監控之苦的受

害者分布於 45 個國家，總人數達到數千人。 

AI 浪潮無法擋，應促進大眾對 AI 技術的全面理解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委託 Ipsos 市

場研究公司，在 2021 年 11 至 12 月間針對 28 個國家的成年人對 AI

產品及服務的看法進行調查5。約莫三分之二接受調查者認為，AI 產

品及服務將在未來 3 至 5 年內深刻改變日常生活，使生活更加輕鬆。

	
3 Michelle Bachelet(2021). Committee on Legal Affairs and Human Rights, Parliamentary 

assembly Council of Europe Hearing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egasus spyware. UN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檢自：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455&LangI

D=E (Jan. 14 , 2022)	
4 Shoshanna Solomon (2021). Amnesty, research groups map out global reach of Israeli 

NSO Group’s spyware. The Times of Israel.  

檢自：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mnesty-research-groups-map-out-global-reach-

of-israeli-nso-groups-spyware/ (Jan. 14 , 2022) 
5Joe Myers (2021). 5 charts that show wh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ink about AI. 

World Economic Forum.  

檢自：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1/artificial-intelligence-ai-technology-

trust-survey/ (Jan. 1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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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中僅有一半相信 AI 技術利大於弊，且對 AI 產品及服務展現

與其他企業相同的信任度，換言之，人們對於 AI 可能構成的衝擊也

有所警惕。 

此外，該調查亦指出，對 AI 理解程度愈高者，愈傾向對相關企

業展現更多信任，值得一提的是，與高收入國家相比，屬於新興經濟

體的國家公民認為其對 AI 有更多了解，他們在更加信任相關企業的

同時，還能樂觀看待 AI 產品及服務對其生活構成的影響。 

WEF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負責人 Kay Firth-Butterfield 表示，

人們必須確切理解 AI 為何物、其運作方式及相關影響，未來國家與

企業在運用這類技術時，必須將透明且值得信賴的 AI 技術列為優先

項目。 

如何面對爭議：歐盟與大型科技公司正積極作為 

釐清 AI 的人權爭議、發展透明且值得信賴的 AI 系統、促進大眾

對 AI 技術及產品的理解，以及建立良好 AI 使用準則，應成為未來政

府與企業發展 AI 的配套措施及政策。Bachelet 提出的報告即呼籲，

在政府無法確保 AI 系統的精準度、不構成歧視、以及符合嚴格隱私

及資料保護標準前，各國政府應立法禁止在公共場所中使用生物識別

技術。此外，該文件還強調國家與企業應在開發及使用 AI 的層面上

展現更高透明度。 

目前嘗試為 AI 設下嚴謹規範的國際組織首推歐盟，去年 10 月，

歐洲議會通過決議6，反對警方透過 AI 技術進行大規模監控，議員們

擔憂 AI 演算法中的偏見，也同意須藉由人工監督與強大法令以防 AI
	

6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the police: MEPs oppose 

mass surveillance. 檢自：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

room/20210930IPR13925/us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by-the-police-meps-oppose-

mass-surveillance (Jan. 1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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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特別是在執法與過境時。該決議呼籲，為確保在使用 AI 技術

時兼顧基本人權，應採用透明、可追溯且留存完整紀錄的演算法。此

外，當局應盡可能使用開源軟體提升 AI 系統的透明度，並要求永久

禁止在公共場所運用自動化識別系統，只能監控涉嫌參與犯罪的公民。 

歐洲議會要求禁止使用私有的臉部識別資料庫（如：Clearview 

AI 系統7），以及根據行為資料的預測性警務。歐洲議員還希望能全面

禁止試圖根據公民行為或人格特質進行評級的社會評分系統，並對使

用生物資料進行遠端識別的系統提出擔憂，例如：使用自動識別技術、

旨在核准旅客入境的智慧測謊系統 iBorderCtrl。 

此外，包括 Google、Facebook 及 Microsoft 等大型科技公司

與平臺，也開始探討 AI 的倫理問題8，例如：Google 旗下的 AI 研究

公司 Deepmind 於 2017 年宣布成立專門研究小組，探討 AI 倫理問

題；Facebook 在 2019 年初宣布資助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成立獨

立的人工智慧倫理研究所，為用於社會及經濟的 AI 技術制定負責任

道德準則；Microsoft 在內部成立 AI 倫理道德委員會，委員會由包括

產品開發人員、研究員、法務及人力資源等不同背景的員工組成，共

同針對 AI 技術可能涉及的各個層面訂定政策。 

結語 

AI 技術與人權之間的扞格仍將持續發酵，我國科技部於 2019 年

發布的「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9至今已過兩年，或許應重新評估當
	

7 Clearview 為美國企業，專門提供人臉識別技術和服務，更多資料可參考官方網站：

https://www.clearview.ai/ 
8科技報橘 (2020)。AI 怎麼規範才叫有倫理？微軟推出 AI 教戰手冊，6 大準則逐步破解。 

檢自：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20/02/11/microsoft-ai-ethics/ (Jan. 14 , 

2022)	
9科技部 (2020)。科技部首度發布「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天下雜誌。 

檢自：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7901 (Jan. 1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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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AI 技術發展更新準則。對民主國家而言，在追求 AI 技術的同時必

不可忽略人權議題，我國應關注參考其他民主盟友之做法，並推出我

國的相關規範或指引，供國內企業及政府單位依循參考。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AI,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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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第 2 篇】科技環境與永續發展 

科技環境與永續發展 

（戴匡／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研究員） 

 

引言：研究指出，未來資通訊產業耗用自然資源的幅度未來將持續增

加，資料中心消電量尤其龐大，另一方面，新興的加密挖礦已被證實

會加劇全球暖化，各國政府已正視該議題。 

資料中心普及與環境傷害 

一篇刊載於《自然》（Nature）科學期刊中的研究指出1，資通訊

產業很快就會占據全球總用電量 20%，其中約莫三成的用電需求將

來自資料中心，換言之，該產業耗用自然資源的幅度未來只會繼續增

加，不會減少。美超微電腦股份有限公司（Super Micro Computer，

Supermicro）於 2020 年發布的《第三年度 Supermicro 資料中心暨

環境報告》（The third annual Supermicro Data Centers & The 

	
1 Nicola Jones(2018). How to stop data centers from gobbling up the world’s electricity, 

Nature, vol. 561, No. 7722.檢自：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

06610-y (Jan. 17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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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Report）1也點出，隨著資料中心的規模與效能日益增

加，耗電量亦屢創新高。目前幾乎所有地區都對投資興建資料中心興

致勃勃，各個組織正增加對伺服器、資料庫及其他資料中心基礎設施

的投資，其中以亞太區擁有最多資料中心。由此可見，資料中心對環

境構成的衝擊已是不得忽視的嚴正議題。 

實務上，資料中心衍生的環保議題已受到環保團體的重視，例如，

2021 年 12 月、荷蘭小鎮 Zeewolde 通過 Facebook 資料中心建設

計畫2就遭受批評。根據目前預估，該中心每年將消耗 13 億 8 千萬

度電，且其消耗的能源相當於擁有 46 萬人口的城市，儘管 Facebook

母企業 Meta 一再強調將與利害關係者合作，將新興可再生能源引入

電網，並保證中心僅使用再生能源營運，但仍遭國內環保團體無情砲

火，他們擔憂荷蘭可能無法達成 2030 年的減碳目標。 

根據資料中心基礎設施研究機構 Uptime Institute 調查3，大部

分資料中心積極追蹤耗電量，因為電力是資料中心最大的營運成本，

然而，由於用水及排碳並不在企業的商業考量中，多數資料中心營運

商未衡量其電子垃圾處理計畫對用水量或排碳量之影響，根據相關統

計，目前僅有一半的管理人員會追蹤用水量；約莫 33%管理人員會監

	
1 Supermicro (2020). The third annual Supermicro Data Centers & The Environment 

Report. 檢自：https://www.supermicro.com/zh_tw/white-paper/datacenter-

report (Jan. 17 , 2022) 
2 Nichola Daunton (2022). Could a new Facebook data centre throw the Netherland’s 

off its climate path? euronews.green. 

檢自：https://www.euronews.com/green/2022/01/06/could-a-new-

facebook-data-centre-throw-the-netherland-s-off-its-climate-path (Jan. 

17 , 2022) 
3 Rich Miller (2021). Uptime: Most Data Centers Still Not Track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Data Center Frontier. 檢自：https://datacenterfrontier.com/uptime-most-

data-centers-still-not-tracking-environmental-impact/ (Jan. 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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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排碳量或電子垃圾。 

資料中心之所以如此不環保，很大原因是約 40%能源用於冷卻

IT 設備1。產業專家指出，在寒冷地區建立資料中心有助於減少碳排，

然而，將所有資料中心遷移到寒帶國家顯得不切實際，且隨著越來越

多國家要求在當地儲存公民資料，遷移資料中心的方案更是天方夜譚，

此外，由危險化工製品製成的 IT 設備冷卻劑也構成另外汙染源。再

者，由於能源供應是資料中心的關鍵業務2，因此各中心皆配備備用

電池，而備用電池零件以及廢電池造成的毒害也都會影響環境，部分

伺服器中心甚至使用汙染性較高的柴油燃料。 

加密貨幣挖礦也加劇全球暖化 

除資料中心外，近年吸引大量投資人的加密貨幣浪潮也加劇全球

暖化3。加密貨幣產業須投入大量運算技術進行驗證（俗稱挖礦），而

這需要相當高效且耗能的電腦設備。隨著加密貨幣日益普遍，挖礦行

動已從散戶轉變為大型礦場系統，當軟硬體設備愈先進，就愈有機會

盡快算出答案、取得價值不斐的加密貨幣。這類系統通常包含數百萬

臺高度專業的電腦設備，除成本高昂外，尚須大規模空間與足夠的冷

卻能力，防止 24 小時運轉的設備過熱當機，也因此使加密貨幣體系

成為耗電量極高的產業。 

在所有加密貨幣中，比特幣更被點名已造成嚴重汙染，根據劍橋

大學比特幣電力消耗指數（Bitcoi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dex）
	

1 Charlotte Trueman (2022). Why data centres are the new frontier i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Computerworld. 檢自：

https://www.computerworld.com/article/3431148/why-data-centres-are-

the-new-frontier-in-the-fight-against-climate-change.html (Jan. 20, 2022) 
2 能源成本占資料中心營運開銷的 70%至 80%。 
3 Yahoo 新聞（2021）。加密貨幣竟然加速全球暖化？比特幣「挖礦」年用電量竟超出阿根

廷、荷蘭。檢自：https://reurl.cc/KpQQZq (Jan.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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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特幣每年消耗的電力超過馬來西亞或瑞典等國家一年的能源用

量。此外，根據一項 2018 年發表於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的研究2，因比特幣成長導致的碳排放相當可觀，

最快將於 2033 年導致全球升溫攝氏 2 度。 

有論者認為可用再生能源進行挖礦，但根據相關研究3，目前僅

有 39%挖礦是運用再生能源，此外，即使在積極利用再生能源的美

國，也有大量非環保礦場。例如，賓州一間名為 Stronghold 的比特

幣挖礦公司收購燃煤發電廠 Scrubgrass 以進行比特幣挖礦，且案例

可不止這一樁。目前未見獎勵挖礦產業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相關措施，

因此為降低成本，產業通常選擇便宜好取得的能源來源。 

各國也開始正視比特幣造成的環境衝擊，例如，瑞典政府因擔憂

無法達成《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設下的環境目標，呼籲歐

盟明文禁止加密貨幣挖礦4，儘管針對加密貨幣產業徵稅，以及宣傳

其對環境的影響也可產生些許效果，但由於加密貨幣產業的急速成長，

上述方法並無法解決燃眉之急。 

	
1 研究資料參考劍橋大學官方網站：https://ccaf.io/cbeci/index 
2 Patrick J.Kiger (2021). Cryptocurrency Has a Huge Negative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Howstuffworks. 檢自：

https://science.howstuffworks.com/environmental/conservation/issues/cr

yptocurrency-climate-change-news.htm (Jan. 21, 2022) 
3 Emma Newbery (2021). 4 Facts That Prove Bitcoin Is Still Disastrous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ascent. 檢自：https://www.fool.com/the-

ascent/cryptocurrency/articles/4-facts-that-prove-bitcoin-is-still-

disastrous-for-the-environment/ (Jan. 21, 2022) 
4 Owen Hughes (2021). Cryptocurrency: Should Bitcoin mining be curbed in Europe? 

Swedish authorities say yes. ZD Net. 檢自：

https://www.zdnet.com/article/cryptocurrency-should-bitcoin-mining-

be-curbed-in-europe-swedish-authorities-say-yes/ (Jan.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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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科技保護地球 

資料中心與加密貨幣產業必然存續，因此緩解其環境衝擊已是重

中之重。《歐洲資料中心能源效率行為準則》（The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Data Centre Energy Efficiency）計畫1就是一項很好的

嘗試，該計畫為歐盟資料中心營運者提供應遵循的一般原則及實際行

動，透過這些原則與行動，將可更經濟有效的利用能源。簽署方有義

務遵守該準則及相關承諾，成效卓著者將有機會獲得《歐盟資料中心

行為準則獎》（EU Data Centres Code of Conduct Awards）。 

Amazon、Apple、Microsoft 及 Facebook 等科技巨頭對環境

承諾也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它們承諾在不久的將來完全使用可再生能

源2。工程顧問公司 RED Engineering Design 執行長 Ian Whitfield

建議，組織以「節能設計」的方式建設資料中心，同時採用最新建築

技術並建立採購相關素材的整體供應鏈。透過在一開始即建立永續且

高效的措施，並利用最新技術，企業可確保資料中心營運、維護、維

修及翻新的品質；轉而使用更加環保的素材；同時透過更聰明且乾淨

的方式使用能源及水資源。此外，部分企業還開始探索運用風力、水

力或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為資料中心供電，並透過技術優化及提升效

能。最後，部分資料中心也已透過部署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3降低耗能，AI 可分析資料輸出、濕度、溫度及其

他重要統計資料，找到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及總能源消耗的方式。 

	
1 參考 ICT footprint eu 官方網站介紹：https://ictfootprint.eu/en/eu-code-

conduct-data-centre-energy-efficiency-0 
2 同註 5。 
3 Chris Gamble, Jim Gao (2018). Safety-first AI for autonomous data centre cooling and 

industrial control. DeepMind. 檢自：https://deepmind.com/blog/article/safety-

first-ai-autonomous-data-centre-cooling-and-industrial-control (Jan.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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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貨幣產業也開始透過改變運算技術減少能源消耗，以緩解對

環境造成的危害1。例如，加密貨幣平臺以太坊（Ethereum）打算改

變過往讓用戶花錢買挖礦機或繳交鉅額電費的模式，未來客戶可直接

花錢購買加密貨幣。以太坊創辦人 Vitalik Buterin 表示，此機制有顯

著節能效果，可減少的耗能是過往的 100 倍。然而，除改善挖礦機制

外，尚須透過國際合作對加密貨幣挖礦進行監管並制定相關指標2。 

結語 

無論是資料中心或是加密貨幣挖礦，其對環境造成的汙染已班班

可考，各國政府及相關產業已開始正視，並推出應對政策及措施，未

來應持續關注國際間的相關進展。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資料中心, 加密貨幣, 環境永續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

vector/ecological-ecosystem-pollution-innovative-green-

technologies-green-ecology-smart-systems_9011880.htm 

圖片說明：生態系統與污染 

 

	
1 同註 7。 
2 André François McKenzie (2018). How can we reduce Bitcoin pollution? Yale 

Environment Review. 檢自：https://environment-review.yale.edu/how-can-

we-reduce-bitcoin-pollution-0 (Jan.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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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第 3 篇】網路治理：展望 2022 

網路治理：展望 2022 

（陳曼茹／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研究員） 

 
引言：網路治理學者 Wolfgang Kleinwächter 每年初都會撰文回顧

去年全球網路治理發展，並提出新年預測及展望。自 2013 的第一篇

文章開始，到今年剛好屆滿十年，回顧十年來的網路治理演變，其認

為某些層面其實宛若十年前的境況重演。 

網路治理學者 Wolfgang Kleinwächter 每年初都會撰文回顧去

年全球網路治理發展，並提出新年預測及展望。自 2013 的第一篇文

章開始，到今（2022）年剛好屆滿十年，回顧十年來的網路治理演變，

其認為某些層面其實宛若十年前的境況重演。 

2013 年 Kleinwächter 發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時曾寫到，自冷戰

結束近 25 年後，世界再次走向兩極分化；然而，如今的隔閡與敵意

並非來自不同「主義」之間的對抗，而是雙方對自由、人權、創新，

以及政府管制角色的想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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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論述套用至十年後的今日，似乎並無違和。Kleinwächter

指出，這種兩極對立在去年達到新高。去年底華盛頓的民主峰會聚集

近百個國家政府，探索集結新盟友以加強保護人權、強化多方利害關

係模式以促進網路發展。另一方面，上海合作組織去年 9 月塔吉克峰

會的討論，則聚焦於新跨國協議強化網路安全的可能，以及如何加強

政府對國內網際網路的控制。 

2022 年的網際網路會朝哪個方向前進？是益趨分化裂解，還是

再度確認自由、開放、安全及民主，鼓勵無國界交流及大膽創新的網

際網路？Kleinwächter 坦承，由於四大議題面向呈現的趨勢及信號

都相當混雜，實在難以做出明確預測。 

議題面向一：網路安全 

在網路安全的範疇中，有三個議題是多方勢力拉鋸的主戰場。 

首先是聯合國下第二次召集，負責探討網路空間中國家行為與

「資通訊技術及使用安全」的開放式工作小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OEWG）。OEWG 首次會議於 2021 年結束，雖然

與會代表都同意，國家政府在網路空間的行為應受國際法及聯合國規

章規範，但對數位世界中「使用武力」與「自衛」的定義仍缺乏共識。

另一方面，OEWG 顧名思義，應可邀請非國家政府代表參與，但小組

成員始終無法就非政府單位的交流或諮詢形式達成協議。 

第二個議題是網路犯罪。聯合國中甫成立的網路犯罪特設委員會

（ An open-ended ad hoc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f 

experts, representative of all regions, to elaborate a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ountering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for criminal 

purposes，Ad Hoc Committee），目標是 2023 年 9 月第 78 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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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大會前，完成網路犯罪聯合國公約的撰寫。多年來，西方國家一

直積極推動布達佩斯網路犯罪公約，然而這則歐盟議會於 2001 年擬

定的公約，僅獲約三分之一的聯合國成員簽署。中國、印度及巴西等

國因未參與公約撰寫而不願簽署，他們更支持俄羅斯「透過聯合國機

制擬定新公約」的提案。西方國家則害怕聯合國體制的新公約將弱化

布達佩斯公約的規範，加上民主與獨裁國家對「惡意內容」的看法南

轅北轍，若新公約有任何內容管制相關條文，將加劇雙方衝突。 

數位軍備競賽是最後一個議題。特定傳統武器公約大會

（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CCW）自 2014

年便設有專家小組，討論致命自動武器（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LAWS）的議題。聯合國秘書長多年來都主張應

禁止 LAWS，如「廢止殺手機器人」（Stop Killer Robots）等非營利

團體也致力聚集民意，希望阻止「無人機戰爭」的未來。然而許多國

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土耳其、以色列及美國都無意支持立法禁止

LAWS。而在聯合國仍缺乏實際行動的同時，諸如中東地區、葉門、

利比亞等地區的國家內戰都已見 LAWS 的使用，更造成嚴重的連帶

損傷。 

議題面向二：數位經濟 

數位經濟面向下有 4 個主要議題，分別是：數位税、數位貿易、

平臺管制及永續發展。 

數位税議題在 2021 年有突破性的進展：去年 11 月，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下 140 個國

家中，共 136 個國家就「全球利潤分配稅制」及「全球最低稅負制」

的兩大支柱達成共識，預計於 2022 年簽署公約，2023 年便能付諸

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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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貿易的前景則沒那麼樂觀。WTO 內雖對終止 1998 年的凍

結電子傳輸課徵關稅備忘錄（the moratorium on customs duties 

on electronic transmissions）具普遍共識，但原訂於 2020 年舉行

的第 12 屆部長會議因疫情延至 2022 年，對協商進度不無影響。雖

然主導電子商務協商小組的聯合主席（澳洲、日本、新加坡）對 2022

年達成協議深具信心，但美中貿易戰及討論已久的 WTO 改革，都為

此展望蒙上一層陰影。 

在網路平臺管制方面，全球大致都已同意壟斷不是好事。數位經

濟的「贏者全拿」機制促成寡頭經濟，來自中國與美國的巨頭公司制

霸全球產業，對國家經濟、中小微型企業及創新都造成負面影響。越

來越多政府相信，反托拉斯法能有效將數位經濟的未來導回正軌。歐

盟於 2021 年擱置的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 Act，DMA）與數

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DSA）預計 2022 年通過實施，此兩

法是否能引發 2018 年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的同等效應，值得拭目以待。 

即使近年來科技持續發展，全球已有近 50 億人口上線，數位差

距仍存在，世界上許多地區仍缺乏基本的資訊基礎建設。我們需要來

自各界，尤其是私部門付出更多精力，才有可能在 2030 年前達成永

續發展目標。今年特別值得關注的相關討論，是 6 月的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電子通訊發展會

議（Tele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Conference，WTDC），此

會議將由衣索比亞政府主辦。 

議題面向三：人權 

全球疫情下，能夠使用網際網路是當代基本人權，以及 2012 年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HRC）的「人類在線

下享有的權利，在線上應受同等保障」決議，都驗證為真。過去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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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HRC 言論自由、隱私及集會自由特別報告員發表多份報告，詳列

如大規模監控及網路言論管制等數位時代的全新人權挑戰。然而，面

對挑戰，我們在數位時代應如何捍衛及推廣人權，報告卻都沒有給出

任何具體建議或行動方案。 

新興科技如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的發展，也引發許多可能撼動人類

基本尊嚴的本質性問題。2021 年 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

UNESCO）巴黎會議中，通過「人工智慧倫理」建議，是難得的里程

碑。建議中呼籲企業及政府應加強保護措施，包括改善資料保護規範、

賦予使用者對自身資料的知情與控制權，並強化全球執法機關的個資

保護執法能力。建議中更明令禁止使用人工智慧執行社會信用評分及

大規模監控。雖然 UNESCO 產出的建議並無法律強制效力，但

UNESCO 成員，包括俄羅斯及中國都支持此建議。 

議題面向四：科技 

自 2000 年代初期開始，「寫程式」與「立法」的人之間，由於缺

乏彼此理解及溝通，隔閡也日益擴張。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在 2019年柏林 IGF的演說就坦承：「即使在最先進的國家，

政策制定人才也缺乏技術專業。……在業界勇往直前、打破陳規的同

時，政策制定者往往袖手旁觀。」這在全面數位化的世界裡是很大的

問題。寫程式的人必須了解，他們的工作成果有連帶的政治、社會甚

至經濟影響；立法的人則應理解技術如何運作，避免訂出無法實行或

適得其反的法規。兩者應如何負責、對誰負責，又該運用什麼機制確

保透明度及當責，也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Kleinwächter 強調，技術網路治理（ Technical Internet 

Governance，TIG）與政治網路治理（Political Internet Governance，

PIG）雖然彼此連結，但兩者不可混為一談。2005 年聯合國世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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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WSIS）突尼

斯議程（Tunis Agenda）區分網際網路的「發展」（development）

與「使用」（use），此概念日後被用來形容網路治理的兩種層面：「網

路的治理」（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與「網路上的治理」

（Governance ON the Internet）。 

TIG 就是「網路的治理」，範圍侷限於全球網際網路的關鍵基礎

資源。Kleinwächter 認為網路關鍵基礎資源就像空氣，沒有所謂的

「中國空氣」或「美國空氣」，只有乾淨的空氣，或被污染的空氣。他

更主張，若硬要將 IP 位址、域名或根伺服器等關鍵基礎建設資源拖

入地緣政治紛爭，爭執誰才有權訂定管理網路基礎資源的標準，就像

是污染網際網路，沒人能因此得到好處。 

即使如此，仍難以阻擋國家政府將手伸入網路的欲望，加上諸多

國家掌握數位未來發展方向、躋升領導地位的野心，「標準戰爭」很

難就此消停，今年 3 月預計於日內瓦舉行的 ITU 世界電子通訊標準

化大會（World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Assembly，

WTSA），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地緣政治角力場合。 

打造維護網路和平的永續機制 

網路安全毋庸置疑是當代網路治理的首要議題。借鑒歷史，無論

是工業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子彈，科

技的發展時常伴隨著益發殘酷的戰爭與無法挽回的死傷。若未來有任

何戰爭的可能，網路無疑將是最主要的戰場。要避免新興科技淪為戰

爭工具，需要全體人類共同努力。Kleinwächter 認為，2020 年代的

網路安全需要嶄新思考，發展「新的多方利害關係外交」。唯有創新、

跳脫框架的創新思考，才可能促成因應未來數位挑戰的解決對策。 

Kleinwächter 身為共同發起人，集結多方利害關係人的獨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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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網路空間穩定全球倡議」（Global Commission on Stability in 

Cyberspace），過去幾年陸續提出許多想法，也廣遭諸如巴黎倡議、

歐盟法規及聯合國報告等採納。但他呼籲，我們需要更多、更新的思

維。若未來有個新的倡議連線，成功訂出條款，打造維護網路和平的

永續架構，那這個組織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也不為過。 

	

Tag : 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網路治理，多方利害關係人 

分類：技術、政策、社群 

圖片說明：手放木塊，倒數計時 2021 年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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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第 1 篇】5G 的發展與應用 

5G 的發展與應用 

（吳宜庭／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從過往的 2G、3G、4G 網路，發展到了現今的 5G 網路，現今

社會幾乎人人皆離不開上網，而身旁最常接觸的即是智慧型手機，透

過網路進行一些活動，或者是透過網路為物聯網產品設定一些功能，

而 5G 網路的優勢與政策的推行，使得台灣有更多 5G 的應用場景。 

5G 網路的發展 

首先，要先來談談什麼是 5G？ 

5G網路是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5G）為最新一代的行動通訊技術，由 4G 網路發展延伸而來。2017

年時，國際標準組織 3GPP 在葡萄牙里斯本會議中將 5G Release 15 

NSA（Non-Standalone)與 5G NR（New Radio）規範制定完成1，

這是一個結合 5G 空中介面及 4G LTE 核心網路的前期推行版本，第

一階段的部屬是為了適應早期的商業部屬，NSA 架構也無法充分發
	

1	ETSI	Annual(2018)3GPP	Release	15.	檢自：https://www.3gpp.org/release-15(Feb.	0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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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 5G 低延遲的特色，而後在 2018 年時，3GPP 在美國聖地牙哥

所舉辦的 3GPP 全體大會(TSG#80)宣布完成第一版本的

5G 行動通訊標準。2020 年 7 月時完成第一個演進標準

3GPP Release 161，主要新增 5G 超級上行技術（5G Super 

Uplink）、完善高可靠且低延遲的通訊和機器大規模互聯的

場景，大大提升了能源效率與使用者體驗。2021 年 12 月高

通與聯發科技發布支援 Release16 的基頻產品。 

5G 網路的應用 

5G 網路與過往的 2G、3G、4G 網路一樣是使用數位訊號蜂巢式

網路，但卻又比過往的資料傳輸速率高上很多，以 4G 蜂巢網路來比

較，速度快了 10-100 倍2，最高可達 10Gbit/s 的速度。 

針對以往的行動通訊網路應用，整理下表。 

表 1、行動通訊網路的應用 

行動通訊網路 應用 

1G 首先出現的「蜂巢式」架構。 

類比式行動電話系統；模擬通訊的通話品質和保密性

差、訊號不穩定、連線數量少。 

2G 利用 SIM 卡快速更換裝置；具備高度的保密性，系

統的容量增加，可傳送文字訊息。 

3G 更高的數據傳輸速率；高頻寬、穩定傳輸、可視訊電

話與傳送資料量大的檔案。 

4G 制定 LTE 標準，智慧型手機的普遍。 

具備網路速度更快、智能性高、高品質的通訊。 

	
1	 3GPP	Release	16.	檢自：https://www.3gpp.org/release-16	(Feb.	04	,	2022)	
2	Maisch, D. (2019). Community concerns over 5g: needless anxiety or wise 
precaution?. Chain Reaction, (136), 46-47.	檢自：
https://search.informit.org/doi/pdf/10.3316/ielapa.687897737726814	(Feb.	04	,	2022)	



526 
	

5G 即時、多人、同時且大量的資料傳輸。 

頻寬大、可靠低延遲、不同裝置的連結，與物聯網的

結合。 

ITU-R 在 2017 年的報告中訂定新世代行動通訊系統之目標，在

確保無線電信服務之發展，並可同時促進服務的創新與滿足使用者需

求。因此依據 ITU-R 的研究規劃，5G 必須支援三大應用場景：增強

型行動寬頻（eMBB）、大規模機器型通信（mMTC）及超可靠低延遲

通訊（uRLLC）1。ITU-R 亦設下了最低系統效能需求，3GPP 同時也

提出 LTE結合NR之群組提案（Set of Radio Interface Technology,，

SRIT）與獨立 NR 提案2，以幫助確定全球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標準

與技術效能之評估。 

以下針對三大應用場景做簡單的介紹： 

1. 增強型行動寬頻（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eMBB）：

在現有行動網路應用場景的基礎上，對於使用者體驗等效能做更進一

步提升，提供更高的頻寬並降低延遲，具有更快的連接、更高的吞吐

量和更大的容量。例如觀看 8K 影片或使用沉浸式 VR 體驗。 

2. 超可靠低延遲通訊（ 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對於數據傳輸量，時延和可靠性的要

求非常嚴格。需要在不間斷且穩定的網路傳輸中滿足應用場景的超可

靠性與低延遲需求，提供低於 1 毫秒的通訊連接。例如工業自動化製

造或生產過程的無線控制、遠程醫療手術、智慧電網配電自動化、運

輸安全、無人車輛駕駛等。 
	

1	 ITU-R,	M.2410(2017):	"Minimum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technical	performance	for	IMT-2020	
radio	interface(s).	"檢自：https://www.itu.int/dms_pub/itu-r/opb/rep/R-REP-M.2410-2017-
PDF-E.pdf	(Feb.	04	,	2022)	
2	 ITU-R	Document	IMT-2-2-/3Rev2(2018),	“Submission	received	for	proposals	of	candidate	
radio	interface	technologies	from	proponent	'3GPP'	under	Step	3	of	the	IMT-2020	process.”檢

自：https://www.itu.int/md/R15-IMT.2020-C-0003/en	 	 (Feb.	0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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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 規 模 機 器 型 通 信 （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mMTC）： 

專注於人與物之間的訊息溝通，講求低功耗與低成本，需支援極

高密度的設備連線，可承載每平方公里多達 100 萬個設備，為 4G LTE

數量上限的 10 倍。具耐延遲特性，利用低寬頻發送，但仍能有效傳

輸或接收小量數據資料。例如：智慧城市、環境監測、智慧家庭。 

台灣的 5G 部署 

由行政院發出之重要政策1「以 5G 作為關鍵技術應用範圍廣泛，

包含醫療、製造、娛樂、自駕車等領域，5G 勢必帶動廣泛的產業轉

型。5G 不僅是全球趨勢，也是政府『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中『結合

5G 帶動數位轉型』的施政重點。」 

台灣於 2019 年起開始部署「台灣 5G 行動計畫」，開始推廣電信

業者間的 5G 加值與其它生活上的應用服務，並且在各地增設 5G 多

元應用實驗場域（如林口新創園區、沙崙創新園區等……）推動 5G 垂

直應用場域。為了廣納各領域業者進入 5G 市場，製造 5G 跨業合作

平台，並且試著降低技術、資金、法規等門檻2。前些年因政府積極推

動 4G 行動應用普及，已為我國發展 5G 產業奠定良好基礎，例如：

智慧醫療、智慧製造、智慧交通等 5G 應用場域。 

結語 

5G 網路的發展引領科技邁向新的里程碑，小從身旁周遭的物品

如：手機、家電，大到食、衣、住、行、育樂等等整個生活圈等等，

皆成為了與網路密不可分的數位化環境，科技的進步為我們的生活型
	

1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20)	台灣 5G行動計畫。檢自：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087b4ed8-8c79-49f2-90c3-6fb22d740488	
(Feb.	04	,	2022)	
2	行政院(2019)	臺灣	 5G	行動計畫。檢自：https://digi.ey.gov.tw/File/76CD1E43C2424FF8	(Feb.	
0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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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帶來了許多的改變，也增加不少的便利性，在未來的生活中增添了

5G 網路的應用，能使我們提升數位競爭力、強化產業創新，實現智

慧生活。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5G 網路, 通訊技術, 網路應用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5g-text-

hologram-planet-earth-among-tower-buildings-mega-

city_9782297.htm#query=5G&position=36&from_view=searc

h 

圖片說明：城市中高樓大廈之間的地球全像投影與 5G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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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第 2 篇】美國提出《服務條款標籤化、設計和可讀性 （TLDR） 法案 》 

美國提出《服務條款標籤化、設計和可讀性 
（TLDR） 法案 》 

（羅心妤／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美國兩黨議員提出了《服務條款標籤化、設計與可讀性法案》

（ Terms-of-service  Labeling,  Design  and  Readability 

（TLDR） Act），目的是為了要求網路公司必須建立一個簡單且易讀

的服務條款（Terms of service，ToS）協議摘要，將難懂的法律條文

簡化為易於理解的格式，讓消費者知道自己的個資是如何被蒐集及使

用。 

常見的網路協議 

在使用軟體或進入網站前，常會跳出各式各樣的協議，複雜的內

容讓人混淆不清它們真正的目的，而使消費者在無形中喪失了應保有

的權益，以下介紹三種常見的協議1： 

1. 最終用戶許可協議（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EULA）：

	
1	Megan(2018)”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EULA,	TOS	and	SLA”	檢自：
https://odinlaw.com/the-differences-between-a-eula-tos-and-sla/	(Feb.	13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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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用戶安裝或造訪軟體時，提供了使用軟體的許可權，旨

在保護公司對該程式碼的所有權。 

2. 服務水準協議（Service-level agreement，SLA）：規定了服

務內容，包括：正常運行時間保證、責任歸屬、信用或退款政

策等，可以將其視為客戶服務政策。 

3. 服務條款協議（Terms of Service，TOS）：則涉及公司向用

戶提供的服務（例如：訂閱、造訪網頁），它定義了用戶使用

該服務時的協議及需遵守的規則。 

這些冗長且複雜的協議中通常會隱含對消費者不利的免責條款，

例如：TOS 通常允許相關公司隨意訪問、存取和使用個人訊息，包括

與第三方共享數據。 

接連的「個資外洩」及「濫用用戶個人訊息」事件促成 TLDR 法案 

去年四月，在駭客網站上可以發現 5.33 億 Facebook 用戶數年

前的隱私訊息。因為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體網站多年來收集的大

量資訊，其中包括 106 個國家／地區的電話號碼、全名、位置、生日

和電子郵件地址，雖然 Facebook 宣稱洩漏案在 2019 年已被解決，

用戶卻未曾被告知個人資料外洩。 

去年十月，前臉書產品經理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

在離開該社交媒體公司後仍多次在國會作證，概述了她公開發表的一

系列洩密事件，包括：操縱輿論、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挑撥紛爭等，

引發軒然大波。 

除此之外，亞馬遜因違反其 GDPR 數據保護規則而被歐盟處以

創紀錄的罰款、Google 被指控通過使用「cookies」在未經使用者同

意的情況下追蹤用戶資訊，大型公司接連的洩密風波，促使民主黨和

共和黨議員共同推動 TLDR 法案。TLDR 法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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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用語中，「TLDR」 代表「太長了；沒看」（Too long；didn′

t read），雖然新推出的法案顯然參考於該用語，但它實際上是服務條

款標籤化、設計和可讀性法案的首字母縮寫詞 （Terms-of-service 

Labeling, Design and Readability）。目標是讓消費者更容易理解他

們正在使用的網站條款。 

TOS 通常跨越多個頁面，其中充滿了令人困惑的專業法律術語。

當協議越長越複雜，普通人閱讀的可能性就越小。2012 的一項研究

發現，一名美國人若是要閱讀完一年內所使用網站的所有服務條款，

需要花費 76 個工作天1。 

長期以來，令人眼花撩亂的服務協議條款迫使消費者只許同意所

有條件，否則完全失去對網站的訪問權限，這聽起來並不像是「協議」

而是「規定」。更嚴重的是，若直接跳到「接受所有條款」可能會使用

戶的隱私和個人數據面臨風險。TLDR 法案的推動議員之一，Lori 

Trahan 在聲明中提到，目前的服務條款協議沒有談判，沒有替代方

案，更沒有真正的選擇。 

TLDR 法案摘要 

TLDR2 法案要求網路公司提供「易於閱讀的 TOS 摘要」來解決

這個問題，讓消費者在不必分析法律條文的情況下獲得訊息。這些規

定將適用於要求用戶接受 TOS 內容的大型商業網站和應用程式。雖

然小型企業將獲得豁免，但目前尚不清楚究竟如何定義小型公司與大

型公司。 

	
1	Keith	Wagstaff(2012)	You’d	Need	76	Work	Days	to	Read	All	Your	Privacy	Policies	Each	Year.	

檢自：https://techland.time.com/2012/03/06/youd-need-76-work-days-to-read-all-your-
privacy-policies-each-year/	(Feb.	13	,	2022)	
2	 117TH	CONGRESS	2D	SESSION	H.R.(2022)	檢自：
https://trahan.house.gov/uploadedfiles/tldr_act.pdf	 	
(Feb.	13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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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該法案通過，將要求大型公司的 TOS 需符合以下摘要1： 

• 正在蒐集哪些類型的消費者訊息。 

• 蒐集的數據對於公司為消費者提供服務是否為必要關聯。 

• 消費者數據如何與第三方共享的圖表。 

• 消費者是否可以刪除他們的數據以及如何刪除的說明。 

• 使用該服務的消費者的法律責任，包括他們對其內容的權利、

強制仲裁和集體訴訟豁免。 

• 將過去三年的數據洩露事件列表。 

結語 

美國參議員 Bill Cassidy 說，使用者不應該透過自行梳理條款中

的專業法律術語，來了解自己的資料將如何被使用，早就應該強制業

者提供易於理解的條款摘要。 

然而，TLDR 僅解決了網路上大量數據的一小部分，公司仍能在

其他的隱私權政策上巧立名目以訂定更多更細節的數據使用方式，期

望 TLDR 能成為打擊不公網路協議的序幕，明定透明化制度，並進一

步讓消費者能夠參與、選擇自身數據的使用權，並將成功模式應用至

其他隱私權相關協議。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法案, 服務條款, 資安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privacy-policy-

service-documents-terms-use-

	
1	 Senator	Ben	Ray	Luján(2022)”Luján,	Cassidy,	Trahan	Introduce	Bill	to	Inform	Consumers,	
Increase	Online	Transparency”	檢自：https://www.lujan.senate.gov/press-releases/lujan-
cassidy-trahan-introduce-bill-to-inform-consumers-increase-online-transparency/	(Feb.	13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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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_18411340.htm#query=privacy&position=25&from_vi

ew=search 

圖片說明：隱私政策服務文件使用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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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第 3 篇】智慧城市發展與疑慮 

智慧城市發展與疑慮 

（吳幸芳／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城市的未來發展是重大議題，隨著人口逐漸往城市移動，但資

源與空間有限，因此城市生活的不便和壓力會持續的增加，導致產生

許多待解決的問題，而智慧化技術提供了一個整體性改善的機會。 

何謂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的定義為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與數據分析的方式，創造、促

進發展與解決城市的問題，以提升城市生活品質1。這意味著城市將

擁有更智慧的交通運輸網路以及藉由智慧化技術擁有乾淨的水、空氣

與土地，並且能維持更安全的治安，同時滿足人口高齡化需求。 

	
1 TWI Ltd (2018). WHAT IS A SMART CITY? – DEFINITION AND EXAMPLES 檢自：

https://www.twi-global.com/technical-knowledge/faqs/what-is-a-smart-city 

(Feb.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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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基本技術 

智慧城市使用各種軟體程式、網際網路以及物聯網，以強化城市

的管理。智慧城市的最終目的為居民提供智慧服務，提供更舒適的生

活。 

以下六大技術是將城市變成智慧城市的關鍵技術1:  

1. 資訊及通訊科技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2： 智慧城市的一項重要元素是收集城

市相關數據，因此需要使用能夠收集大量數據並加以詮釋與管

理的 ICT 技術。藉由 ICT 在智慧城市中的應用，提高城市生活

的品質、降低成本和資源的損耗。 

2.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隨著人工智慧與物聯網

發展，硬體設備都可以增加聯網能力，透過資訊即時傳遞和處

理，整合應用創造智慧加值服務。在智慧城市中，每台設備皆

須互相連接，可互相交換資訊，進行智慧化判斷，進一步提升

人們的生活品質。 

3. 感測器（Sensors）： 在智慧城市中無所不在的感測器是任何

智慧系統中的重要組成成分，為了讓系統了解環境，配備感測

器以從中收集所需資料相當重要。 

4. 地理資訊技術（Geospatial Technology）： 在智慧城市中，

收集資訊的同時也須要對收集地點有精確的判定，地理資訊技
	

1 Geospatial World(2019).	Six technologies crucial for smart cities. 檢自：

https://www.geospatialworld.net/blogs/six-technologies-crucial-for-smart-cities/(Feb. 

07, 2022)  
2 Allied Telesis(2022).	ICT: The Fundamental Enabler for Smart Cities. 檢自：

https://www.alliedtelesis.com/tw/en/blog/ict-fundamental-enabler-smart-cities (Feb. 07, 

2022)  



536 
	

術提供精確定位的需求，將地點收集成數據，以提供智慧判斷

依據。 

5.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1： 城市擁有大量的

原始數據，AI 技術可辨別大量照片與影片，且可優化基礎設

施、交通信號自動控制系統以及改善公共安全。 

6. 區塊鏈（Blockchain）： 區塊鏈技術保護數據資料的安全，與

智慧城市結合後，可以整合所有城市服務，同時提高透明度與

安全性。 

智慧城市發展 

2021 年 10 月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SUTD）合作

發布「2021 全球智慧城市指數（Smart City Index, SCI）2」，此 2021

年針對全球 118 座城市約 15000 名城市居民進行調查，重點聚焦於

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表現，亦包括在疫情發展下，科技如何解決工作環

境等新項目，本篇專題文章將討論 2021 年 SCI 指數位居前兩名的城

市，新加坡（第一名）與蘇黎世（第二名）。 

新加坡：是世界上航運噸位最繁忙的港口所在地，在過去幾年裡，

新加坡政府實施新政策3，欲將新加坡打造成「花園中的城市」，綠色

	
1 名家廣場(2020).	從人工智慧看全球智慧城市的應用趨勢 檢自：

https://view.ctee.com.tw/processing/14751.html (Feb. 07  2022)  
2 IMD(2020). Smart City index 2021 檢自：https://imd.cld.bz/Smart-City-Index-2021 

(Feb. 07, 2022) 	
3 Tania Alonso (2021).	Success 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 into a Sustainable 

Garden City 檢自：https://tomorrow.city/a/singapore-transformation-garden-city (Feb.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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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在新加坡已成為強制性的要求。在交通方面，新加坡政府通過車

聯網（Vehicle to Everything, V2V）計畫1，若該計畫得以實現，到

2025 年，街道上所有汽車將為自動駕駛。正在籌劃的未來項目包含

為無人機建立多條路線，以運送郵件等項目。 

蘇黎世： 是全球銀行和金融中心，被認為是瑞士的經濟和教育中

心，也是歐洲最安全的居住地之一。蘇黎世政府實施一連串的戰略2，

利用數位化轉型以改善環境，包括廢棄物循環管理以及保持城市安全、

整合智慧電網與電動巴士取代柴油車等，共同努力打造一個可持續發

展的城市。 

智慧城市隱私權問題 

雖然智慧 城 市有許多優勢，但智慧 城 市的發展會遇到像

Sidewalk Toronto 計畫3所出現的問題，該計畫之顧問因得知第三方

公司有權取得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內容，與當初承諾的去識別資料化相

去甚遠，因而辭職，引起民眾恐慌。儘管該公司隨後有提出去識別化

資訊方案，但因計畫中政府、其他公司皆有涉入，該公司無法要求每

個人都須遵守。 

為了打造智慧城市，生活中開始包圍著「看不見的科技」，感測

器以及攝影機等設備可能架設在任何地點，不知不覺中感測器正默默

地收集數據，人們也無法得知這些數據是如何被使用。因此有人會擔

	
1 We Build Value Digital Magazine (2021).	The future of sustainable mobility in 

Singapore 檢自：https://www.webuildvalue.com/en/megatrends/singapore-smart-

city.html (Feb. 07, 2022)  
2 Murphy Morningstar (2021).	About Smart Cities-Zurich 檢自：

https://www.aboutsmartcities.com/smart-city-zurich/ (Feb. 07, 2022)  
3  Sidney Fussell (2018).	The City of the Future Is a Data-Collection Machine 檢自：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8/11/google-sidewalk-

labs/575551/ (Feb. 0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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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政府取得過多的個人資訊，利用資訊以控制輿論，或公司取得資料

後，讓商業利益極大化，這些問題都導致民眾對於智慧城市的反彈而

失敗。 

結語 

智慧城市運用六大關鍵技術資訊技術來整合服務與系統，以提升

資源運用效率與生活品質，六大關鍵技術包含：資訊及通訊科技技術、

物聯網、感測器、地理資訊技術、人工智慧及區塊鏈，解決治安以及

滿足人口高齡化的問題。2021 年之「全球智慧城市指數」由新加坡

拿下第一，蘇黎世位居第二。智慧城市雖然有隱私權方面的問題，但

不可否定的是各國政府和商業機構都積極發展，以支持可持續的智慧

城市發展。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智慧城市, 隱私權, 人工智慧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modern-

creative-communication-internet-network-connect-smart-

city_8900560.htm#query=smart%20city&position=19&from_v

iew=search 

圖片說明：智慧城市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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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第 1 篇】5G 頻段對航空造成的影響 

5G 頻段對航空造成的影響 
（吳宜庭／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5G 網路發展逐漸成長，但因各國的協定不同，與網路頻段有

限，導致在各個國家制定之 5G 頻段有所不同。而在航空業中，也對

此制定產生了一些爭議，特定頻段的啟用可能會影響到飛機的飛行。 

自 2020 年 7 月，3GPP 宣布 5G-Release 16 技術標準完成後，

全球的電信業者也逐漸地投入更多有關 5G 網路的建置。隨著

COVID-19 的肆虐，加速全球各產業數位化的腳步，5G 在未來幾年

內將取代 4G 標準，成為新一代通訊行動主流的技術，更進一步扮演

催化社會重新思考生活、工作和玩樂方式媒介。 

5G 網路 

下一代行動網路聯盟（Next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Alliance）針對 5G 網路做以下定義1： 

	
1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2017).	IEEE	5G	and	beyond	
technology	roadmap	white	paper.	檢自：https://futurenetworks.ieee.org/images/files/pdf/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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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每平方公里最多可支援 100 萬台裝置； 

l 以 1Gbps 的資料傳輸率同時提供給在同一空間的人員； 

l 支援大規模感測器網路的部署； 

l 頻譜效率應比 4G 較為強大； 

l 覆蓋率高於 4G； 

l 延遲性應顯著低於 LTE。 

相較於先前的網路技術，5G 的各個優勢也使得它可應用的場景

更加廣泛，在 2019 年 IEEE 的報告1中提及：「1G 網路僅有 2.4Kbps

的傳輸速率，但已突破早期的電話限制。2G 網路的後期使用了 GPRS 

和 EDGE 技術，故當時傳輸速率高達 200Kbps。在 2000 年時，3G

網路的推出更是讓傳輸速度在靜止時可達 2 Mbit/s，而裝置移動時

還有 350Kbps 的速度。當 4G 網路推出時，傳輸速度比 3G 網路快

上 10 倍，擁有更大的頻寬提高了網路速度，也提高了網路的使用品

質。而 5G 的資料傳輸速度、數量與延遲則取決於所使用的頻段及使

用環境（定點或移動）。」 

而目前全球發展的 5G 頻率範圍（Frequency Range，FR），由

3GPP 所定義的規格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以 6GHz 頻段作為分界：一

是頻率範圍介於 410MHz 至 7125MHz，稱為 sub-6 GHz 或 sub-7 

GHz 頻段；二為頻率範圍在 24250MHz 至 52600MHz 之間稱為「毫

米波」也就是 mmWave 頻段，屬於 30GHz 至 100GHz 的高頻段。
2 

	
5g-roadmap-white-paper.pdf	(Mar.	13	,	2022)	
1	Milo	Medin	and	Gilman	Louie(2019).	THE	5G	ECOSYSTEM:	RISKS	&	OPPORTUNITIES	FOR	
DoD.	檢自：https://apps.dtic.mil/sti/pdfs/AD1074509.pdf	(Mar.	13	,	2022)	
2	Anritsu.	全球	 5G	通訊頻段與運行模式.	檢自：https://www.anritsu.com/zh-tw/test-
measurement/technologies/5g-everything-connected/5g-world-fre	(Mar.	13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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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頻段與航空業的關係 

在 2021 年時，美國將 C 頻段（C-Band）3.7-3.98GHz 進行拍

賣，而航空業者認為，C 頻段的 5G 服務可能導致多數的飛機無法使

用，使美國航班大亂，成千上萬名旅客滯留海外。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也為此警告，因為無線

電高度計使用 4.2GHz-4.4GHz 之間頻段運作，而美國 5G 網路使用

的 C 頻段 3.7-3.98GHz 與高度計運作頻率範圍太過接近，若兩者間

有著相互干擾的情況，可能會使飛機在飛行時相關的安全儀器無法正

常運行，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執行長 Scott Kirby 表示：

「FAA 為避免干擾造成的意外而制定規範，限制飛機在起降美國最大

的 40 座機場時，禁止使用無線電高度計。」，但此規範卻令航空公司

認為未來可能影響每天約 4%的航班飛行。 

各國 5G 制定與航空的差異 

截至目前為止，針對歐盟在 2019 年時對 3.4GHz-3.8GHz 的中

頻段訂定標準，並在歐洲進行拍賣後，已有多國使用並無出現任何問

題，在英國和歐洲，無線電高度計在不同的無線電頻率上運行，遠離

飛機使用的無線電頻譜部分。而歐洲飛航安全局（European Union 

Aviation Safety Agency，EASA）表示，5G 干擾航空問題僅限於美

國空域，歐洲區域並未偵測到不安全干擾。 

美國 FAA 官員注意到了法國使用的 3.6-3.8GHz 頻段，距離美國

高度計使用的 4.2-4.4GHz 較遠，法國 5G 使用的功率標準也遠低於

美國授權的等級，即使美國降低了 5G 的使用功率，仍是法國的 2.5

倍1。 

在南韓，5G 網路通訊頻率範圍為 3.42-3.7 GHz，且自 2019 年
	

1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2022).	US-France	graphic.	檢自：
https://www.faa.gov/sites/faa.gov/files/2022-01/US-France%20graphic_0.pdf	(Mar.13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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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商轉以來，尚未收到無線電波干擾的訊息。而台灣 5G 商用頻譜

目前釋出 3.3-3.57GHz，跟航空高度計使用頻段有相當的保護頻段

（Guard Band）不會互相干擾，因此不受影響。 

當局的因應措施與結語 

針對其他國家例如：法國機場所規劃之緩衝區預留了著陸前最後

96 秒的飛行。法國的 5G 功率標準較低。在美國，即使是較低的全

國性功率標準也還比法國高出 2.5 倍。而在法國，政府要求天線必須

向下傾斜以限制有害干擾，但美國並沒有類似的限制。1 

因此 FAA 在約 50 個機場周邊地區效仿法國規定設置暫時性的

緩衝區，限制緩衝區內的 5G 訊號，緩衝區範圍的寬度足以覆蓋著陸

前最後 20 秒的飛行，且為了更精確的繪製出機場周圍訊號減弱區域

的大小與形狀，進而縮小天線有效運行的區域。同時 FAA 開始確認

那些飛機上的高度計能在 5G 訊號下安全運行，也需確認那些機場能

使用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來引導飛機

降落。 

短期來說，美國電信兩巨頭 AT&T 和威訊通訊（Verizon）同意

暫緩啟動各大機場附近的部分無線基地台，並同意設置緩衝區方法，

以 6 個月為限降低干擾風險。長期來說，FAA 需要放鬆規範，在評估

後核准使用無線電高度計，讓美國絕大部分的商業飛機，在許多有 5G 

C 頻段部署的機場執行低能見度降落。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5G 頻段, 航空運輸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airport-

	
1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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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l_1278164.htm#query=airline&position=49&from_vie

w=search 

圖片說明：在機場大廳內觀看飛機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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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第 2 篇】新的革命-Web3.0 

新的革命-Web3.0 

（莊舒歆／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Web 3.0 被稱為網路世界的科技革命，是經常與區塊鏈、元宇

宙、加密貨幣一起被討論的新科技概念，並打著去中心化的旗幟。以

去中心化為口號的 Web3.0 真的能完全實現嗎? 

網路的發展 

網際網路的發展，從 Web1.0 到現今 Web3.0，是伴隨著人類的

需求和使用而持續演進。以圖書館來譬喻可以貼切的形容網路世界，

龐大的書籍數量就像網路世界的資訊和產品一般，人們可以輕易的探

究、摸索和交易資訊與產品。 

回顧過去，Web1.0 只是單方的呈現內容，單純讓使用者接收，

用戶就是搜索並瀏覽，就像去圖書館找書並且翻閱一樣。 

到了 Web 2.0 時代，使用者不只是用眼睛瀏覽，可以到處留下

自己走過的痕跡，能自行寫下內容並上傳到網頁上，就像圖書館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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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區，看書後提供自己的借書證（身分證明）讓管理員（第三方）

核准，留下我們的筆記、心得在留言板；同樣地，在網路上我們寫上

我們對於人、事、物的想法彼此分享，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但是相對

的我們需要提供資料給予平台才能做出行動。Web2.0 具有互動性，

由企業提供獨立、中心化的服務。 

此時 Web 1.0 網站投餵資訊給用戶的時代過去了，Web 2.0 更

注重於用戶交流和回饋的社交與評論網站。 

來到聲量極大的 Web3.0，其實 Web 3.0 概念早在 1998 年就被

提出，最早期的推手是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的

發明者 Tim Berners-Lee， 他提出語意網1`（Semantic Web）的想

法，認為新世代網際網路，電腦將用模擬人類的方式處理資料，所有

數據都可以依據上下文、概念進行理解。約會網站 eHarmony 的研

發高級主管 Gian Gonzaga 曾說：「網路可以開始回饋我們所不為人

知的東西， Web 3.0 能學習並了解你是誰。」2。2014 年，以太坊

共同創辦人 Gavin Wood 重新提出 Web 3.0 的想法3。他指出，應

該有一種不受審查、低門檻的基礎網路傳遞協議來取代目前的傳統網

路技術，保護網路使用者的資訊與資金流動。不再像 Web 2.0 一樣，

第三方科技巨頭有巨額利潤與壟斷權力。 

 理想中的 Web3.0，用戶每個人都身在圖書館內，沒有管理員，

我們需要付出，幫忙維護、打掃環境，繼而取得我們想看的書籍，而

不再需要透過管理員（第三方）。人們聚集圖書館內，一舉一動都會

	
1	Tim	Berners-Lee,	James	Hendler	and	Ora	Lassila(2001).	The	Semantic	Web.	Scientific	
American.	檢自：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010210556/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566c/1c6bd366
b4c9e07fc37eb372771690d5ba31.pdf	

2	 Sara	Martin(2011).	The	promise	of	Web	3.0.	檢自：https://www.apa.org/monitor/2011/10/web 
3	Tristan	Winters	(2014).	WEB	3.0	–	A	CHAT	WITH	ETHEREUM’S	GAVIN	WOOD.	檢自：
https://bitcoinmagazine.com/business/web-3-0-chat-ethereums-gavin-wood-139845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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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觀察並學習，有時就會有熱情觀察你的小精靈（AI），推薦一本符

合你閱讀喜好的書；Web 3.0 可以比作理解用戶並實現個性化的人

工智慧助手，但這需要用戶提供大量且長久的數據，讓人工智慧了解

你。 

Web3.0 爭議 

密碼學家計算機安全研究人員 Moxie Marlinspike，同時也是

Signal 的創建人對於加密貨幣的世界有個疑惑1，人們所討論的區塊

鏈，只圍繞著與伺服器之間的信任模式。人們不會想自己建立伺服器，

所以企業銷售能存取以太坊節點的 API 服務。然而，這些客戶端的

API 沒有任何方式來驗證區塊鏈是否真實存在，這又變成了一個中心

化。 

一般而言，NFT 不會把資料存放於區塊鏈上，因為成本太高，通

常擁有者只會有一個指向內容的連結。Moxie 發現，在知名 NFT 平

台上，以數百萬、甚至千萬美元出售的 NFT 藝術品，其連結沒有使

用加密技術。意味著只要能夠存取或駭進該機器、買下該網域名稱，

任何人都能變更 NFT 的圖像以及名稱。 

Moxie 還做了個實驗，在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上傳了圖片，

後來因為不明理由遭到下架，他發現 NFT 作品消失在他的加密錢包

中。原因是加密錢包使用了 OpenSea API 來顯示 NFT，所以當

OpenSea 移除了相關 NFT 之後，錢包內的 NFT 也跟著不見。但這

本來不應該發生的，因為 Moxie 的 NFT 作品已經登記到以太坊的網

路了。 

上述的狀況顯露出 Web 3.0 行業的一個深層問題，標榜去中心

化的區塊鏈應用，其實並沒有能力和區塊鏈進行直接關聯，反而使用
	

1	Moxie	Marlinspike(2022).	My	first	impressions	of	web3.	檢自：
https://moxie.org/2022/01/07/web3-first-impre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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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幾家區塊鏈公司的 API。造成了明明知道自己的資產就在鏈上，

但是加密貨幣客戶端卻無法顯示它存在的窘境。 

Moxie 認為目前的 Web 3.0 不能將人們自中心化解放，也不認

為它會改變人們與科技的關係，依舊需要仰賴中心化的分散式網路，

他認為最值得思考的事情之一，是該如何避免其隱私能力低於目前的

Web 2.0。 

除了 Moxie 外，Tesla 執行長 Elon Musk 也認為那只是個噱頭，曾

說：「有誰看到 Web3 了嗎？我找不到。」1 

結語 

當人們以 Web 3.0 宣傳去中心化的時候，該思考的是：如果一個技

術要最大化的被人使用，就必定會有中心化平台的出現，因為只有平

台不斷的更新、改善，將產品做到簡單易用，才能吸引更多人使用。 

單看區塊鏈行業，雖說去中心化，但實際仍是基於中心化（交易所）

平台；雖然去中心化的實現，在目前看來仍需更多的時間和技術去突

破，但去中心化理念的確激發人類更多的想法，貨幣的去中心化產出

了加密貨幣，網站的去中心化產出了 Web 3.0 概念。除此之外，我

們還需要留意資安及隱私問題，網際網路的演進造就越來越龐大的網

路群體以及巨大的網路經濟，Web3.0 的實現需要更為安全的網路環

境。 

美國加密貨幣交易所 Coinbase 前技術長 Balaji Srinivasan 曾說：

「Web 3.0 給予的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保證。」2 

	
1	Elon	Musk(2021).	Has	anyone	seen	web3?	I	can’t	find	it.	檢自：

https://twitter.com/elonmusk/status/1473165434518224896	
2	Balaji	Srinivasan	(2021).	Web3	offers	the	possibility,	not	guarantee,	of	something	better.	檢

自：https://twitter.com/balajis/status/1473204021183668226?lang=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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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網際網路已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但從去中心化與個人隱私權

益保護的立場來看，Web 3.0有存在的價值，也是人類社會的未來式，

期望 Web 3.0 能引領我們開啟下一場科技革命的大門。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Web 3.0, 去中心化, 區塊鏈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web-3-0-

abstract-sign-with-blockchain-3d-illustration_23106535.htm 

圖片說明：從 Web2.0 轉為 3.0 的木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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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第 3 篇】該如何應對演算法偏見？ 

該如何應對演算法偏見？ 
（羅心妤／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與人工智慧技術相關的道德和法律風險長期以來一直備受討論。

近年來，各國的立法者和監管機構開始引入新法規、策略計劃和執法

行動來糾正演算法偏見所帶來的不公平。 

為何會出現演算法偏見? 

如今，人工智慧被嵌入在一個又一個的系統中，而人工智慧的偏

見主要由以下兩個原因形成： 

1. 認知偏差：源自於大腦試圖簡化處理有關人類的資訊而形成的無

意識偏差，影響認知偏差的原因可能為： 

� 訓練的資料集中含有人類世界已存在的偏差 

� 設計者在不知不覺中將偏差類別引入算法模型 

2. 數據的完整性不足：數據不完整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可能存

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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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偏見的解決方法 

自動決策並不是中立的決策，只要人類有偏見，演算法也會有偏

見。消除偏見沒有快速的解決方案，但麥肯錫等顧問提出可參考的了

「從業人員、商業人士和政策領導者需要考慮的六項人工智慧潛在解

決方法1」（Six potential ways forward for AI practitioners and 

business and policy leaders to consider）： 

1. 了解人工智慧可以幫助糾正偏見以及可能加劇偏見的領域：組織

將需要了解最新情況（例如：那些曾經有偏見的例子）以了解 AI 如

何以及在何處可以提高公平性，以及 AI 系統在哪些方面遇到了困難。 

2. 「建立流程」來測試和減輕系統中的偏見：技術工具可以突顯潛在

的偏見來源，並揭示數據中影響最大的特徵；運營策略可以更有意識

的抽樣來審計數據和模型以改進數據蒐集方式；流程和指標的透明度

可以幫助觀察者了解相關權衡的步驟。 

3. 對於人類決策中的潛在偏見進行事實分析：隨著人工智慧揭開更

多關於人類決策的資訊，領導者可以考慮如何透過人工智慧找出長期

被忽視的偏見來提供幫助。 

4. 充分探討人類和機器如何最好地協同工作：考慮在什麼情況下，自

動決策是可以接受的，以及什麼情況下人類應該持續參與。 

5. 對「偏見研究」進行更多投資，為研究提供更多數據，並採用跨域

方法：更多的進展將需要跨域的參與，包括倫理學家、社會科學家和

最了解過程中每個應用領域的專家。 

6. 加大人工智慧領域的多元化：一個多樣化的人工智慧社群將更有

	
1Tackling	bia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	humans)	(2019).	Jake	Silberg	and	James	Manyika	
檢自：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tackling-bias-in-

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humans 	（Mar.26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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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預測、發現和審查不公平的偏見，並能夠更好地與可能受偏見影

響的社群接觸。 

美國與歐盟政府的應對策略 

歐盟 

2019 年歐盟議會發布《可信賴人工智慧倫理準則1》（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共計七面向包括：應由人類監督 AI、

兼顧穩健與安全、重視隱私和資料治理、具有透明度及可追溯機制、

確保多元和公平、尊重社會和環境福祉、建立完善的問責制度。 

2021 年 4 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長達 108 頁 的《關於制定人工

智慧統一規則》（簡稱，《人工智慧法案2》）的提案，該法案以「安全」

和「非歧視」為原則，根據 AI 可能對人的基本權利產生威脅劃分成

三個等級：不可接受的風險、高風險、低風險。正如《通用數據保護

條例》（GDPR）將個人數據按照敏感程度施以不同程度的保護義務並

進行不同強度的監管。《人工智慧法案》的關注重點與 GDPR 高度相

似，例如：年齡、種族、政治取向等可能成為社會中遭受歧視的因素，

都被視為劃分風險的依據。 

美國 

2022 年《演算法問責法案》3於 2022 年 2 月 3 日在美國眾議院

提出，目標是提高自動化決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並對要求相關公司

要對偏見、有效性和其他因素進行影響評估。此法案為 2019 年《演

	
1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	(2019)	檢自：
https://www.aepd.es/sites/default/files/2019-12/ai-ethics-guidelines.pdf	(Mar.26	,	2022)	
2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AND	AMENDING	CERTAIN	UNION	LEGISLATIVE	ACTS	(2021)	檢自：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1PC0206	(Mar.26	,	2022)	
3H.R.	6580: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22	(2022)	Govtrack	檢自：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7/hr6580/text	(Mar.26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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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問責法案》的更新版本，在專業性與細節有許多改進之處，包括：

釐清涵蓋哪些類型的演算法及公司、確保將消費者影響放在評估首位，

並提供如何建構報告的更多細節。該法案將授權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制定法規，要求其管轄範圍內

的公司對高度敏感的自動決策系統進行影響評估。其內容包括： 

� 要求公司評估自動化關鍵決策的影響，包括已經自動化的決

策流程 

� 要求聯邦貿易委員會制定法規，為評估和報告提供結構化指

南 

� 要求公司向聯邦貿易委員會報告選定的評估資料 

� 要求聯邦貿易委員會發佈一份年度趨勢匿名匯總報告，並建

立一個資料庫，消費者和宣導者可以在其中審查哪些關鍵決

策已被公司利用人工智慧自動化。 

結語 

隨著人工智慧的應用變得無處不在，因演算法而形成偏見的可能

性也隨之增加。此時，國際上重要的指引原則，體現民意對 AI 治理

的期待。 

人類正在創造有偏見的數據，而同時也在創造識別偏見的演算法

來消除偏見。從上述資料中，可以歸納出解決演算法偏見的兩大主軸：

如何積極地發現偏見、如何有效率地監督演算過程。因此，理解基礎

數據中固有的偏見，並開發可解釋結果的決策系統，將是解決既有演

算法偏見的潛力的關鍵。此外，政府應該立法明定如何處理文件評估、

披露和糾正措施，並授權合格人員調查和糾正人工智慧系統中的偏見

和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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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演算法偏見, 演算法歧視, 科技法律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bias-

word-from-notebook-keyboard-buttons-personal-opinions-

prejudice-bias-

concept_21378869.htm#query=bias&position=26&from_view

=search 

圖片說明：用鍵帽拼成的「偏見」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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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第 1 篇】量子電腦對未來科技的影響 

量子電腦對未來科技的影響 
（吳宜庭／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 「量子」是一個在極早之前就被人們談論過的名詞，而「量子

電腦」以強大的運算能力與運算速度為新一代運算技術帶來革新，但

同時也會迎來一些挑戰。 

「量子電腦」是什麼？ 

商業周刊其中一篇報導提過，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認為：「若有

一天，每個人的口袋都有一台量子電腦，我想 TSMC（台積電）一定

不會缺席。」，這句話影射了台積電在量子電腦的研發中勢必會佔有

一席之地，並且認為量子電腦在未來可能會非常的普及。 

在世界上第一部「電腦」是由美國人在 1946 年所發明的，隨著

科技日漸進步，從以往我們所聽到的巨無霸電腦到現在的小型個人電

腦，每個時代所演進的技術都是讓人非常驚嘆的。而至目前為止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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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皆是採用馮紐曼式結構，其中的兩大建構電腦原則1： 

1. 捨棄了十進制、改以二進制運算和儲存資料。 

2. 要被執行的程式得先放在記憶體中、要執行時再去記憶體中

抓出來。 

而在馮紐曼式的電腦中，電腦被分為五大單元分別為：「控制單

元」、「邏輯運算單元」、「記憶單元」、「輸入單元」（Input）和「輸出

單元」（Output）。 

而量子電腦卻不是如此，早在 1969 年量子電腦就已被提出，且

由「基於量子力學的計算裝置」延伸而來，量子電腦擁有極快的運算

速度，相較於傳統電腦的 0 與 1 位元（bit）的儲存， 他可以有 0、

1 或量子疊加為 0 和 1 的值，處理更多複雜的訊息。 

量子電腦的厲害之處 

量子電腦以量子力學的疊加狀態及非局域糾纏為基礎，創造出一

種處理資訊的全新觀點。量子電腦的特色即為： 

l 量子疊加（quantum superposition）：有別於傳統物理態在

某一特定時間上只具有一特定的狀態，量子態可以同時具有

不同狀態。2 

l 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當多個量子系統進行

交互作用，量子系統間可以進一步產生奇異的關連特性。3 

	
1	 John	Von	Neumann(1993).	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	檢自：
https://web.mit.edu/STS.035/www/PDFs/edvac.pdf	(Apr.	07,	2022)	
	
2	李哲明、陳岳男(2011).	簡單判別量子糾纏態。檢自：
http://research.ncku.edu.tw/re/articles/c../20110826/2.pdf	(Apr.	07,	2022)	
3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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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量子計算中的最小儲存單位為量子位元（qubits），在計算

能力上以「摩爾定律」（Moore's law）為例，積體電路上容納的電晶

體數量，每隔兩年便會增長一倍，而量子的糾纏特性使量子電腦的

計算能力以「雙指數成長」，即為 Google 量子人工智慧實驗室主任 

Hartmut Neven 所提出的，又稱為「Neven Law」。1 

量子電腦的應用領域非常的廣泛，從物理、化學、材料科學、人

工智慧、金融科技等等，目前皆有各個專家在進行研究，微軟 CEO 

納德拉曾提及：「量子運算的潛能在於原本需要花上好幾個世代才能

處理的問題，在數小時或幾天內就能解決，比方說人工智慧、潔淨能

源、全球暖化等。但是量子運算難題仍多，電腦也還在研發當中，仍

有許多障礙。」2 

量子電腦的挑戰 

細緻的量子態十分容易受到振動或電磁場、熱擾動的干擾，所以

在穩定量子態的維持需要在接近絕對零度的超低溫度操作。3目前主

流的量子計算技術之一矽基（silicon-based）自旋量子已是可以利用

且十分成熟的半導體技術，具有和現行電腦相容性，且被認為未來容

易向上擴充，而吸引 Intel 和其他研究人員投入研發。4最後，為了使

量子電腦真正發揮效能，專家們認為應該同步研發量子軟體以因應量

子計算時的複雜與困難，若在未來需要大量使用時，運算的高複雜度

	
1	Kevin	Hartnett(2019).	A	New	Law	to	Describe	Quantum	Computing’s	Rise?	檢自：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does-nevens-law-describe-quantum-computings-rise-
20190618/	(Apr.	07,	2022)	
2	黃亦筠(2017).	量子電腦拚量產 解決全球暖化只要幾小時？檢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6613	(Apr.	07,	2022)	
3	 Jennifer	ouellete.	(2017).	Nanofridge	could	keep	quantum	computers	cool	enough	to	calculate.	
檢自：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130210-nanofridge-could-keep-quantum-
computers-cool-enough-to-calculate/	(Apr.	07,	2022)	
4	李建興(2017).	低價量子電腦現曙光!	普林斯頓大學矽基量子晶片實驗成功。檢自：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9555	(Apr.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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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為人才培育帶來難題1 

結語 

量子電腦的出現是科技的一個重大里程碑，量子運算有望解決地

球上的某些最大挑戰：在環境、農業、健康、能源、氣候、材料科學

等領域，以及我們尚未遇過的其他問題。雖然初期的應用只是在解決

特定領域的特定問題，同時配合傳統電腦的操作為運算進行升級之用，

若量子電腦一旦快速起飛，企業和國家就需準備如何因應這個新科技

所帶來的利與害，並且需要為量子計算所帶來的破解資安威脅做好規

劃與政策。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量子電腦, 現代科技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hi-tech-

futuristic-

background_5441447.htm#query=Quantum%20computer&po

sition=18&from_view=search 

圖片說明：未來高科技示意圖 

 

	
1	Will	Zeng,	Blake	Johnson,	Robert	Smith,	Nick	Rubin,	Matt	Reagor,	Colm	Ryan&	Chad	Rigetti.	
(20173).	First	quantum	computers	need	smart	software.	檢自：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549149a	(Apr.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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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第 2 篇】數位身分的發展 

數位身分的發展 

（吳幸芳／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偽造證件在各個國家皆形成許多問題，小從個人身分大到國家

安全等，接造成重大威脅，在短期內，新的解決方案-數位身分，使我

們能夠使用單一身分簡單、安全、可靠地導航連接的世界，因此數位

身分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技術趨勢之一。 

何謂數位身分 

數位身分與大多數駕駛執照和護照等紙質身分證不同1，數位身

分可以讓人們快速跨越國際邊界、使用多張信用卡、更改銀行帳戶，

並作為在任何線上服務的登入的工具。 

數位身分通過數位渠道進行遠程身分驗證，藉由一組經過驗證的

資料特徵和憑證，使個人、組織或電子設備得以在網路中進行使用者

的身分驗證，實現類似於現實世界中的個人身分，通常由國家或地方
	

1 McKinsey &company (2019). Digital identification: A key to inclusive growth 檢自：

https://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23915/digital-identity(Apr.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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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私人或非營利組織的財團或個人實體頒發。在該數位身分中涵

蓋多項資訊，由國家法律定義的唯一身分號碼（例如:台灣是身分證字

號）、疫苗接種代碼、姓名、出生日期、公民身分、生物特徵等屬性1。 

具有識別性之數位身分應包含以下四項特性2: 

7. 經過驗證和高標準保證3（Verified and authenticated to a 

high degree of assurance）：政府或身分驗證等機構對於註
冊數位身分的流程，需具有一定的高標準，意即一個好的數位

身分須確保每次驗證時都保持使用相同的高標準。例如：要求

其每個用戶註冊他們的生物特徵、創建密碼以及有嵌入個人身

分資訊的設備。 

8. 唯一性（Unique）：數位身分需具有唯一性，在一個系統內只
有一個數位身分，且每個數位身分只對應到一個人。 

9. 在個人同意的情況下建立（Established with individual 

consent）：需經過用戶同意才可建立，因只要用戶同意，代表
用戶知道哪些個人數據將會被得知以及如何被使用。 

10. 保護用戶隱私並確保對個人數據的控制（Protects user 

privacy and ensures control over personal data）：一個好
的數位身分必須設置保護措施，以確保隱私和安全。同時，讓

	
1 Thales (2021). Digital identity trends – 5 forces that are shaping 2022 檢自：

https://www.thalesgroup.com/en/markets/digital-identity-and-

security/government/identity/digital-identity-services/trends (Apr. 13, 2022) 
2 McKinsey &company (2019). Infographic: What is good digital ID? 檢自：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our-

insights/infographic-what-is-good-digital-id (Apr. 13, 2022) 
3 privy(2019). 4 Elements of Good Digital ID, Explained 檢自：https://blog.privy.id/4-

elements-of-good-digital-id-explained/ (Apr.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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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設定個人數據的使用權限，以及決定哪些人可以使

用與誰使用了這些數據。 

數位身分相關之法規 

截至今日許多國家皆推行與數位身分相關之法規與政策，本篇文

章將簡單介紹英國、德國、加拿大、DIWG 與台灣對於數位身分之相

關法規。 

英國政府在 2022 年宣布新計劃1，人民能夠使用數位化方式快

速證明自己的身分，不必依賴傳統的實體證件，並設立相關的 ODIA

辦公室（Office for Digital Identities and Attributes， ODIA）專門

處理。ODIA 將有權向經過認證的數位身分組織頒發易於識別的信任

標誌，以證明該組織所核定之數位身分，符合以安全和一致的方式處

理用戶的個資安全和隱私標準。 

德國政府在 2021 年時宣布2，從該年秋季開始，人民可以使用手

機存儲政府頒發的身分證 PIN 碼，能夠直接在線上證明自己的身分。 

加拿大由非營利組織加拿大數位身分認證委員會（Digital ID 

Authentication Council of Canada, DIACC）推行泛加拿大信任框

架（Pan-Canadian Trust Framework，PCTF）數位身分計畫3，該計

劃旨在通過驗證服務和網路的信任，來滿足目前和未來的加拿大數位

身分生態系統創新需求。 

	
1	Gov.uk (2022)	New legislation set to make digital identities more trustworthy and 

secure 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legislation-set-to-make-

digital-identities-more-trustworthy-and-secure (Apr. 15, 2022)	
2	Digital ID & Authentication Council of Canada (2021). Germany to let citizens store ID 

cards on smartphone 檢自：https://diacc.ca/trust-framework/  (Apr. 15, 2022) 
3	AP news (2021). Germany to let citizens store ID cards on smartphone 檢自：

https://apnews.com/article/smartphones-germany-

5daa87f5b6f2b9d76506085fcbade964  (Apr. 1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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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澳洲、加拿大、芬蘭、以色列、紐西蘭、新加坡、荷蘭

及英國八個國家共同成立數位身分工作小組（Digital Identity 

Working Group, DIWG）1，討論如何利用數位身分讓人們可以跨境

使用。根據該組織的觀察要實現數位身分還需三項條件才可達成，包

含通用語言與定義須達成一致、可互相操作的技術模型與基礎設施以

及各國須評估以調整各自法律和政策。 

台灣曾嘗試推動數位身分識別證(New eID)2，將卡片個資最小化，

只保留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相片及配偶欄，其餘個人資料

如戶籍地址、父母親名字則保存在晶片內，得輸入密碼才能讀取。而

若使用 New eID，護照簽證、公投聯署、國民年金、勞保、育兒津貼

等多達 16 項服務都能直接線上辦理。New eID 原先預定於 109 年

啟動全面換發作業，但因各界輿論對此議題有資安及法制面完備性之

疑慮，因此暫緩實施數位身分識別證。 

數位身分的風險與問題 

使用數位身分帶來許多好處3，對於企業來說可以提高營運效率、

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高安全性並增強隱私、更好的客戶體驗等等，

對於使用者來說可以使生活更加便利，減少登入時間。儘管如此身分

盜用和濫用是數位身分的最大風險4，數位身分的註冊通常涉及使用

	
1	TWNIC (2022). DIWG 提出數位身分相互識別原則 檢自：

https://blog.twnic.tw/2022/03/24/22386/  (Apr. 10, 2022)	
2	立法院 (2021). 制定數位身分識別證專法之研析 檢自：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211305 (Apr. 13, 2022)	
3	TechFunnel (2020). What is Digital Identity and How Does it Work 檢自：

https://www.techfunnel.com/information-technology/what-is-digital-identity/ (Apr. 13, 

2022)	
4	 India mobile congress (2020)	Digital Identity: The Pros, The Cons & Everything In-

Between 檢自：https://www.indiamobilecongress.com/2018/10/01/digital-identity-the-

pros-the-cons-everything-in-between/ (Apr.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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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擁有的真實身分與詳細個資，如果這些重要資訊落入有心人士手

中，將造成巨大損失。 

在註冊時需要判斷證件是否為正版合法證件，但根據統計資料顯

示，全球流通的唯一有效身分證件類型超過 6,000 種1，且每種證件

都有自己專屬的防偽措施，即使限制用戶可以使用來驗證自己身分的

證件類型，也需要複雜的分析來識別該身分證明是哪種證件類型，以

及確保這是此人驗證其身分的合法方法。 

身分證明文件一經核實，下一步是確認申請人的有效性，利用各

種生物識別驗證是否為本人。此步驟通常是比對申請者的面貌以及身

分證件上的照片，或頻繁要求用戶進行人臉辨識。然而人臉辨識可能

因光線等問題，產生視覺的差異，使得本人在進行配對時無法成功，

再者現今 3D 列印技術日益成熟，複製人臉外型不再是難題，如何避

免這類型的偽造也是一項難題。 

結語 

在這資訊化的社會，使用數位身分可以使生活更加便利。截至今

日，許多國家皆推行與數位身分相關之法規與政策。然而，因現今技

術的不成熟，使得身分盜用和濫用是數位身分的最大風險，在台灣所

推行的 New eID 也因資安疑慮而延後換發，因此各國若要推行數位

身分，須建立完善的法制及資安相關的防護，提升使用者的信任，同

時避免重要個資落入有心人士手中，造成損失。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數位身分, 資安, 

	
1	Deloitte UK Tech Blog (2020)	The 5 Biggest Challenges of Digital Identity Verification 檢

自：https://medium.com/deloitte-uk-tech-blog/the-5-biggest-challenges-of-digital-

identity-verification-88d2972be871 (Apr.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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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biometric-

authentication-methods-isometric-

flowchart_6345986.htm#query=Facial%20recognition&positio

n=4&from_view=search 

圖片說明：數位身分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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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第 3 篇】人工智慧的倫理課題 

人工智慧的倫理課題 
（莊舒歆／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隨著人工智慧蓬勃發展，未來人類社會中將充斥智慧機器藉以

提升生活品質。當人工智慧面臨倫理困境時，倫理的判斷將會依據什

麼樣的標準？AI 是否會凌駕人類，並侵犯人們的權利？ 

人工智慧的定義 

「智慧」（Intelligence）一直沒有固定的標準和定義，各領域學

者對於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定義也有不同的見

解，以下從哲學與電腦科學觀點來看。 

一些哲學家認為物體含有意識和精神才能稱為智慧，現階段的 AI

並沒有心智可言，所以他們不認同「人工智慧」這個名稱，機器是否

能思考的議題，哲學家分為二元論和唯物主義，前者認為智慧是要先

擁有心靈，心靈是非物理物質；因此不能以純物理來解釋，後者認為

頭腦可以用物理解釋，而動腦是包含智慧的行為；所以人工智慧是合

理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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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之父 Alan Turing 提出：「若有一台機器能夠

與人對話而不被辨識出是機器的話，這台機器就有智慧。」這就是圖

靈測試1（Turing Test），到了現今還沒有 AI 能夠完全達到標準。但

隨著演算法與硬體設備的進步，AI 學者 Andreas Kaplan 則定義 AI

是「能從外部資料中學習並利用學習的知識，靈活達成特定目標和任

務的能力。」2。 

上述來看，學術界各有見解，定義會不斷地改變。不管現階段我

們如何解讀 AI 有沒有所謂的「智慧」，應先開始細想被稱為有「智慧」

的 AI 犯錯時，它能揹負起倫理學上的責任嗎？ 

AI 的倫理 

最常被討論的電車問題（Trolley problem），失控的列車在軌道

上，有五個人被綁起來，另一條軌道上只有一個人被綁著，該保持原

本的軌道碾壓過這五個人還是變換軌道壓另一個人？倫理學上這衍

生了兩種倫理原則： 

（1）效益主義：變換軌道撞上一個人而避開五個人，人會直覺認

為這是追求多數人的利益。但 AI 思考的效益會包括許多因素，像是

列車突然轉向會不會導致危險，或單獨在軌道上的那一人對社會的貢

獻是否超越另五個人，AI 所參考的資訊和考慮的模式與人類不同，而

AI 判斷價值與效益的方式，人類的觀點能接受嗎？ 

（2）義務倫理學：不應外在的因素改變而造成傷害，後果不是選

擇的考慮因素。如果不可以殺人是一種道德義務，那就算有五個人會

死亡，也不能動手讓一個人犧牲，。 

	
1	A.	M.	Turing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檢自：
https://www.csee.umbc.edu/courses/471/papers/turing.pdf	
2	Andreas	Kaplana,	Michael	Haenlein	(2018).	Siri,	Siri,	in	my	hand:	Who’s	the	fairest	in	the	
land?	On	the	interpretations,	illustr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檢自：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768131830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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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如何判斷應該如何做？人類在做選擇時就有不同的爭議，大

多數人會選擇讓列車改道犧牲一個人，但如果那一個人是他們的親人

或朋友，他們就會改變想法。除此之外還有責任的問題，當自駕車為

閃避突然出現的路人而衝撞民宅，賠償責任是規於誰呢？是自駕車研

發公司、車主、事發當下的乘客還是賣車的車商？這題可能是突然出

現的路人要負責，但如果汽車被駭客入侵導致意外，誰要承擔？如果

狀況變為閃避障礙物而造成他人傷亡，責任歸誰？ 

交通意外不能事先預料，訓練 AI 的過程中充滿人為的干預，AI 

學習的是「多數人的行為模式」，但「多數人的行為模式」的數據來

源是指眾人可能偏好的選擇結果，還是根據某些固定的決策模式（如

義務論）決定 AI 要遵循的規範。杜克大學的 Vincent Conitzer 電腦

科學教授等人提出一個想法1，讓 AI 學習博奕理論並提供大量倫理及

心理學文獻。他們指出信任博弈（the trust game）是倫理選擇的一

個普遍特徵，除了考慮行為造成的結果，還會考慮是否有公平、不感

恩、不忠誠的表現。AI 能從過去選擇造成的影響來評價自己的行為，

再透過學習大量文獻或許能讓 AI 找出最適當的倫理規則。 

結語 

倫理在人類判斷上就可以引發各種爭議，如果苛求 AI 需要搭載

一個完美無缺的倫理系統讓眾人滿意是不可能的，頂多讓大多數人同

意。我們說透過模擬人類心智來解決問題及決策能力的系統稱為人工

智慧，重點是人類心智太過複雜，包含各種情緒、思想，有些人為大

眾犧牲自己；有些人以自己利益為優先，不能說誰對誰錯，我們判斷

他人的基準一向是他有無符合大眾利益，但套在自己身上時好像又是

	
1	Vincent	Conitzer,	Walter	Sinnott-Armstrong,	Jana	Schaich	Borg,	Yuan	Deng,	Max	Kramer	
(2017).	Moral	Decision	Making	Framework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檢自：
https://users.cs.duke.edu/~conitzer/moralAAAI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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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標準。 

或許我們該慶幸 AI 回應不包含情緒與態度，雖然這就表示它回

應倫理情境的表現較差（沒有同理心等），但也表示它不會以自己為

中心來做判斷的基準（先假設 AI 不像電影演的會攻佔人類），因為餵

養 AI 訓練數據的人類會希望它符合大眾期待。所以 AI 是否從具體

情境中學習如何做正確的倫理判斷，且經過不斷的自我調整及修正達

到完美，在於選擇結果能否被人類接受。 

AI 並不是用來取代、超越或必須比人類完美的存在，雖然道德概

念充滿不確定性，但這不是反對或阻止 AI 發展的理由。過去石器時

代以石頭作為代表性工具，青銅器時代以青銅為代表性；我們不會認

為石頭、青銅要取代人類，未來人工智慧時代，也只是人類文化發展

的一個階段，人們應當著重於討論相關議題，並積極思考該如何使用

與活用這項「智慧」工具。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人工智慧, 倫理道德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rolley_problem.png 

圖片說明：電車問題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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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第 1 篇】物聯網所面臨的資安威脅 

物聯網所面臨的資安威脅 
（吳宜庭／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 物聯網（IoT）或稱萬物聯網（IoE）是近年新興流行的科技趨

勢，生活周遭的所有智慧產品皆有可能網路互相連結，但這極有可能

形成「萬物皆可駭」的情形。 

什麼是物聯網？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或稱萬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IoE）是近年新興流行的科技趨勢，生活周遭的所有

智慧產品皆有可能與網路互相連結。最早在 1999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的自動化辨識系統中心（MIT Auto ID Center）簡單地闡述了物聯

網的涵義：「萬物皆可透過網路互連」。 

而 在 2005 年 國 際 電 信 聯 盟 （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發布的物聯網報告1也提到：「將

	
1	 ITU(2005).	ITU	Internet	Reports	2005:	The	Internet	of	Things.	檢自：
https://www.itu.int/osg/spu/publications/internetofthings/InternetofThings_summary.pdf	
(May.	07,	2022)	



569 
	

短距離行動接收器嵌入到各種附加的小工具和日常用品中，使其變得

更加智慧，從而實現人與物之間以及物與物之間的新通訊形式。」 

最初物聯網的實作在 1980 年代，由於一群程式設計師不想每次

下樓到了可樂販賣機面前卻發現可樂已經售罄或是可樂不夠冰涼，進

而將販賣機接上網路，並寫程式時時監控販賣機的可樂數量與可樂的

溫度，因為人們的小偷懶，演進了物聯網最初的應用。隨著技術持續

進步，從個人、家庭到社會領域，如：工業製造、農業生產、健康醫

療、物流運輸，皆有物聯網的應用。 

基礎的物聯網架構包含了感知層、網路層與應用層，藉由產品中

的感測器蒐集資料並透過網路的方式將資料傳輸至雲端或本地平台，

再利用軟體將資料進行處理後呈現給用戶，甚至可以結合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或機器學習更深入的分析資料，為將

來的行為做些預測。 

物聯網的安全隱患 

物聯網的高速成長以及廣泛的應用同時也帶來了許多資安的威

脅，在世界經濟論壇(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的一份報

告1中指到：「網路安全將列為 IoT 技術的最大擔憂」。所有人皆可透

過物聯網設備得到一些資訊，那也可能被有心人士鑽漏洞，或藉由誘

導方式竊取到重要資訊。 

根據 SonicWall 發表的《2021 年 SonicWall 網路威脅報告》2

中提及：「醫療保健行業的物聯網遭到惡意軟體攻擊的比率增幅最大」，

	
1	WEF(2015).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Connec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檢自：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USA_IndustrialInternet_Report2015.pdf	
(May.	07,	2022)	
2	 Jessica	Davis(2022).	Healthcare	sector	saw	largest	increase	in	IoT	malware	attacks	in	2021.	檢

自：https://www.scmagazine.com/analysis/iot/healthcare-sector-saw-largest-increase-in-iot-
malware-attacks-in-2021-report-confirms	(May.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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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的惡意軟體攻擊方式也與以往不同，惡意軟體透過盜版、破

解版和未更新等弱點進而攻擊網站伺服器。 

在 2020 年 Nokia 的威脅情報報告中也講述：「物聯網設備占行

動網路受感染設備的 32.72％，及物聯網設備的漏洞之一在於駭客能

否直接看到 IP 位址，透過 IP 位址的追蹤，物聯網設備感染病毒的機

率就會升高。」1 

今年(2022)年初，國外案例一名少年透過 Tesla 第三方開源軟體

（TeslaMate）中的一漏洞，入侵 13 個國家中的 25 輛 Tesla 電動車，

以遠端操作車輛並駭入車鑰匙軟體以獲取車主電子信箱，不僅如此，

因為網路儀表板的安全漏洞導致許多用戶資訊及車輛資訊皆暴露在

網路上。 

而在近幾年來，因為 COVID-19 的緣故，人們比起過往任何時候

都更依賴網路服務。而隨著科技的發展，物聯網設備日漸增加，分散

式阻斷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s，DDoS）

的攻擊對象日漸增加，透過 DDoS 控制眾多設備，並將其流量導向特

定目標，迫使受害設備必須暫時中斷或停止服務。 

結語 

面對大量的網路攻擊，這些物聯網設備也必須制定相對應的安全

方案及適當的保護特定的系統，每一個物聯網裝置與雲端設備的軟硬

體更新與修補程式管理就更加重要，在帳號管理的部分也需要適當的

維護與管理。 

針對上述的舉例可列出以下的應對方法： 

	
1	Nick	Wood(2020)	Nokia	warns	IoT	malware	infection	rate	has	doubled.	檢自：
https://telecoms.com/507055/nokia-warns-iot-malware-infection-rate-has-doubled/	(May.	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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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 位址追蹤：若企業使用經 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處理的網路，將 IP 位址經過轉換則會使駭客不

易追蹤，因此可望降低物聯網設備的感染率。 

2. 智慧電動車：目前在設計智慧電動車時的安全性大多不周全，

當資訊通訊介面整合時，所帶來的便利性更加了不少，但系統

整合的複雜性也可能相對地提高衍生漏洞的風險，企業、國家

皆在制定車聯網安全防護體系。 

3. 個人周邊設備的防護：可以加強使用的密碼強度、確保周邊所

有設備的軟體都是最新版，並且加強網路防火牆的設置。 

隨著新興科技的發展，網際網路的影響範圍逐漸擴大，相對的應

用領域也越來越廣闊，所有與物聯網技術相關的設備、場域也需更加

警惕來自各種不同的網路攻擊，不僅僅只有在設備上強調資安，每個

人也需要建立更強的資安意識，以保護自身的重要資料，以免暴露在

網上遭人威脅或被他人所侵害。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物聯網, 網路攻擊, 資安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vector/smart-

city-landscape-system-monitoring-control-icons-

set_11257256.htm#page=9&query=IoT&position=34&from_vi

ew=search 

圖片說明：城市中萬物皆連網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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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第 2 篇】元宇宙中「個人隱私及數據」的法律隱憂 

元宇宙中「個人隱私及數據」的法律隱憂 
（羅心妤／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元宇宙的概念，是將人類的體驗從物理世界遷移到身臨其境的

虛擬世界，儘管目前沒有統一的元宇宙體驗，但在這些虛擬世界中，

技術有機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內容帶入新世界，隨之而來的，便是

法律問題和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文將探討元宇宙中涉及「個人隱私及

數據」的法律議題，並介紹歐盟適用於元宇宙的重要法律。 

元宇宙將如何蒐集數據? 

參與元宇宙將涉及前所未有的數量和類型的個人資料。手機應用

程式能夠了解個人在網路上移動或瀏覽的資訊，而元宇宙中，將能夠

蒐集有關個人反應、運動甚至腦波模式等生理資訊，範圍從基本識別

訊息至元宇宙中運動和活動的資訊，從而更深入地了解客戶的思維過

程和行為。 

參與元宇宙也將包括長時間的「登入」，這意味著將持續監控使

用者的行為模式，使商品服務供應商能更「客製化」地為用戶提供服

務。因此，在元宇宙中，用戶將不再需要通過打開手機並存取他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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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網頁或應用程式來主動提供個人資料。相反地，他們的資料將在

進行虛擬生活時蒐集於後台。 

歐盟與元宇宙相關的監管措施 

元宇宙的機會伴隨著巨大的資料保護責任，最近的一些歐洲立法

機構說明了監管機構在處理元宇宙問題時可能採取的方法。 

1. 平台到企業條例（Platform to Business Regulation，P2B 

Regulation） 

元宇宙中電子商務領域將受制於歐洲的 P2B 條例，此條例涉及

線上第三方服務，包括網路商店、社交媒體平台和搜索引擎。其目的

是透過「提高平台的透明度和補救義務」，建立一個公平、可預測、

可持續和可信的線上商業環境。由於元宇宙中會有多種供應商在運營，

此類的法規將非常重要。 

《P2B 條例》對數位平台供應商提出的要求如下： 

� 明確描述平台本身向消費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以及其他供

應商給予的任何差異化待遇。 

� 不得在沒有明確理由的情況下終止供應商參與平台，並在此

後提供上訴權。 

� 公開平台對供應商商品和服務進行排名的參數。 

2. 數位服務法（the Digital Services Act，DSA） 

DSA 目的是提高用戶在網路環境中的透明度和安全性，並使創

新的企業得以發展。雖然目前還只是一個提案，但它為數位平台的服

務和產品「導入責任和規則」，DSA 確認數位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對

於內容審核、數據共用和使用以及監管的責任，避免對服務提供者施

加不合理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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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市場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DMA） 

DMA 目的在解決平台作為內部市場「資訊守門人」所產生的負

面後果。 根據歐盟委員會的說法，資訊守門人平台受益於極端的規

模經濟、網路效應，致使龐大的用戶依賴性、鎖定效應。這些特點將

會大大破壞平台服務的可競爭性，導致供應商和最終使用者受到不公

平的待遇。在元宇宙內共享數據將是創建參與者旅程無縫銜接的關鍵

方式，因而此法對於元宇宙設計有著巨大影響。 

與元宇宙特別相關的是，資訊守門人必須： 

� 避免將來自其核心平台服務的個人數據與來其他服務的個人

數據相結合，或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將終端使用者登入其

他服務以合併個人數據。 

� 允許企業使用者向終端使用者推廣產品或服務並與之簽訂合

同，允許終端使用者透過企業使用者在平台上的應用程式訪

問、訂閱企業使用者的內容，無論終端使用者是否使用資訊

守門人的核心平台服務。 

� 避免要求企業使用者使用、提供或相互協作身份識別的服務。 

4. 歐盟人工智慧法規 

元宇宙內的許多人類互動可能通過人工智慧來實現，該法規將禁

止某些人工智慧實踐，並要求供應商和使用者遵守與高風險人工智慧

系統有關的各種義務。特別是任何人工智慧解釋、操縱人類的反應、

通過「深度造假」（Deepfake）模擬現實。如果人類與系統的互動是

無縫的，並且是由人工智慧驅動，那麼在元宇宙內部，利害關係人應

該遵守此類監管要求。 

誰「負責」遵守適用的資料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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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可協作性，虛擬世界中一個實體蒐集的資料可能必須在

不同的營運商甚至平台之間無縫流動，軟體開發商和品牌將需要建立

雙邊或多邊資料共享協議，以提高消費者體驗。因此，企業與平台如

何在實踐中實現合規性，引發了許多討論1： 

1. 元宇宙是否會有一個主要管理機構負責收集所有個人資料並決

定如何處理和共享這些個人資料？ 

2. 或是會有多個機構通過元宇宙收集個人資料，並各自確定自身利

用目的？  

3. 不同的機構應如何向使用者顯示各自的隱私聲明？ 

4. 還是機構應該聯合提供隱私聲明？ 

5. 如何以及何時徵求使用者的同意？ 

6. 如果使用者在元宇宙中的個人資料被盜或濫用，誰來負責？ 

7. 哪些資料可以共享以及如何實施共享？ 

結語 

雖然目前元宇宙的世界充滿未知及希望，但在個人隱私保護以及

科技進步中取的平衡，一直是政府與開發者必須注重的必要條件。若

共享數據是無縫旅程中的重要基礎，政府將是使用者在面對「元宇宙

巨獸」的關鍵保障，因此在制定法規時，該如何與時俱進且明確地定

義責任歸屬，以保護使用者的個人數據免受於不當處理，將會是需要

戰戰兢兢面對的難題。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法案, 元宇宙, 個人資料保護 

	
1	The	Metaverse:	The	evolution	of	a	universal	digital	platform	檢自：
https://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de-de/wissen/publications/5cd471a1/the-metaverse-the-
evolution-of-a-universal-digital-platform#section2	(May,.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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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

photo/metaverse-iot-internet-things-concept-businessman-

using-taplet-technology-icons-virtual-

screen_21856403.htm#query=personal%20data%20in%20met

averse&position=2&from_view=search 

圖片說明：涉及多方領域資料串連的元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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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第 3 篇】數位供應鏈的網路安全挑戰 

數位供應鏈的網路安全挑戰 
（吳幸芳／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隨著企業以數位化方式擴展更多業務，供應鏈也發展成數位供

應鏈，但同時也擴大供應鏈的脆弱面，從 2010 年爆發 Stuxnet 超

級蠕蟲攻擊伊朗核電廠，到近期的 SolarWinds 供應鏈攻擊事件，皆

使得供應鏈網路安全問題浮出檯面，已是各界關注的議題。 

何謂數位供應鏈 

供應鏈1是一個全球供應網路，該網路包含產品從原材料採購到

生產和交付給最終客戶的過程。傳統的供應鏈和供應鏈管理只關注生

產和供應，而不是客戶需求，缺乏快速發現價值鏈上的問題，進而損

害客戶滿意度和企業利潤。因此從傳統供應鏈中發展出的數位供應鏈

（digital supply chain）2是動態的，利用先進的 IT 技術來快速適應

	
1 Investopedia (2021). Supply Chain 檢自：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s/supplychain.asp (Apr. 30, 2022) 
2	Oracle Netsuite (2020).	Digital Supply Chain Explained 檢自：

https://www.netsuite.com/portal/resource/articles/erp/digital-supply-chain.shtml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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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變化的環境，讓公司可以更快地交付產品，為客戶提供客製化服

務。根據 McKinsey 研究1發現，大部分已將供應鏈數位化的公司可

以將其收入提高 3.2%，年收入平均增長 2.3%。 

數位供應鏈所使用的 IT 技術包含以下十項2: 

11. 雲計算和軟體即服務（Cloud Computing and Software-as-

a-Service， SaaS） 

12.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13.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ML） 

14. 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 

15. 大數據（Big data） 

16. 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BI） 

17. 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VR/AR） 

18. 機器人技術和機器人過程自動化（Robotics and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RPA） 

19.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 

這些技術提供自動化和提升預測分析能力，使公司能夠縮短產品

	
30, 2022)	
1	McKinsey & company (2017).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aising supply-chain performance 

to new levels 檢自：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perations/our-

insights/digital-transformation-raising-supply-chain-performance-to-new-levels (May 9, 

2022)	
2 Reciprocity (2021).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vs. Digital Supply Chain 檢自：

https://reciprocity.com/blog/traditional-supply-chain-vs-digital-supply-chain/ (Apr. 3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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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時間、快速預測和解決問題、縮短規劃週期、改進決策制定並為

所有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 

 

供應鏈網路安全問題 

然而根據 McKinsey 研究1，只有 43%的公司使用數位供應鏈。

借助數位供應鏈，雖然可以幫助公司提高收入、擁有更好的決策和更

敏捷的流程，但數位供應鏈也伴隨著一些挑戰2，包含不連貫的系統、

不良的用戶體驗、無法管理版權、過時的產品資訊等問題。其中，影

響最大的問題是使用 IT 技術來支持整個系統運作時，所伴隨而來的

網路安全風險問題。Gartner 為一家在美國從事資訊科技研究和顧問

的公司，已將數位供應鏈風險定為一種新的安全威脅，並認列為 2022

年七大安全和風險管理的趨勢之一3。 

以下為造成供應商網路安全問題的原因4: 

1. 人為因素 

人為因素常常是網路安全的漏洞，加上數位供應鏈上的

組成成員可互相連線，因此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疏忽皆會

對整個供應鏈構成重大風險。例如: 網路犯罪者通過手段侵
	

1	同 3。 
2	SoftwareONE (2021). Digital Supply Chain 5 Common Challenges 檢自：

https://www.softwareone.com/en/blog/all-articles/2020/04/27/5-common-challenges-

along-the-digital-supply-chain(May. 11, 2022) 
3	Gartner (2022). Gartner Identifies Top Secur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rends for 2022

檢自：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2-03-07-gartner-

identifies-top-security-and-risk-management-trends-for-2022 (May. 13, 2022)	
4	Supply & Demand Chain Executive (2021).	5 Major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Digital 

Supply Chain in 2021 檢自：https://www.sdcexec.com/safety-security/risk-

compliance/article/21259409/knowbe4-5-major-security-threats-to-the-digital-supply-

chain-in-2021 (Ma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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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獲得電子郵件系統的存取權限，了解工作原則和流程後，

假裝是供應鏈的供應商，並誘使企業匯入大筆資金。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已發出警告，強調供應鏈中的商務電子郵件入

侵（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BEC）攻擊加劇。 

2. 缺乏供應商風險管理（Vendor Risk Management，VRM） 

企業在選擇供應商時除了需事先對公司進行調查，了解供

應商和第三方對環境帶來的風險，還必須嚴格的監控供應商

流程，定期評估供應商的風險情形是否有所變化。 

3. 第三方應用程式漏洞 

數位供應鏈上企業也會採用第三方工具來構建產品和服

務，例如：支付、分析、廣告等等行為會外包給其他企業進

行，此舉動會為企業帶來風險，使保護數據隱私變得具有挑

戰性。然而大多數的網站不會監督整合的第三方 JavaScript

指令，並且缺乏針對 Magecart、表單劫持和信用卡資料劫

持等攻擊的網路安全控制作法。 

網路犯罪者發現可藉由攻擊數位供應鏈帶來高投資回報，因此越

來越多的網路犯罪者利用小型公司的供應鏈漏洞作為訪問大型公司

的手段。Gartner 預測1，到 2025 年，全球有 45%組織的數位供應

鏈將遭受攻擊。 

近年的供應鏈攻擊事件 

SolarWinds 供應鏈攻擊事件是 21 世紀最大的網路安全漏洞2，

	
1	同 7	
2	TechTarget (2021).	SolarWinds hack explaine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檢自：

https://www.techtarget.com/whatis/feature/SolarWinds-hack-explained-Everything-

you-need-to-know (Ma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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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Winds 為一間幫助企業管理網路、系統和資訊技術基礎設施，

提供網路設備監控系統管理以及其他技術服務的公司。2020年 12月

被揭露 SolarWinds 所推出的 Orion 網路管理系統（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NMS）遭到大規模駭客攻擊，攻擊方法是將

惡意後門插入到 Orion 的更新程式中，再傳播給全球客戶。此攻擊事

件引發重大影響，包括美國多個政府組織、資安業者與大型科技公司。 

SITA 攻擊事件1影響全球主要航空公司，國際航空電訊協會（Soci

été Internationale de Télécommunications Aéronautiques, SITA）

專門向航空業約 400 名成員提供 IT 和電信服務，聲稱服務於全球約

90%的航空業務。SITA 於 2021 年 3 月坦承，旗下專門經營航空公

司乘客處理系統的子公司 Passenger Service System（PSS）遭到駭

客入侵，多家航空公司透過 SITA的伺服器共享飛行常客的會員數據，

造成大量的會員資料外洩。由航空公司組成的星空聯盟（Star 

Alliance）和寰宇一家（oneworld）當中皆有航空公司使用 SITA 服

務，因此聯盟內的所有航空公司的常客數據皆遭洩漏，影響甚遠。 

結語 

供應鏈也因應資訊化趨勢逐漸發展成數位供應鏈，數位供應鏈可

以幫助公司提高收入、擁有更好的決策和更敏捷的流程，但使用的 IT

技術同時擴大供應鏈的脆弱面，其中影響最大的為伴隨而來的網路安

全風險問題。加上數位供應鏈上的組成成員可互相連線、存取可從近

幾年的 SolarWinds 供應鏈攻擊事件與 SITA 攻擊事件得知，若資料

外洩則會造成重大影響。因此，若企業想轉型使用數位供應鏈，需多

加注意供應鏈網路攻擊問題。 

	
1	 Infosecurity(2021).	SITA Supply Chain Breach Hits Multiple Airlines 檢自：

https://www.infosecurity-magazine.com/news/sita-supply-chain-breach-hits/ (May. 16 

2022) 



582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數位供應鏈, 資安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vector/global-

online-smart-logistics-delivery-truck-smart-phone-with-gps-

pin-point-map-deliver-

shipment_26133282.htm#query=digital%20supply%20chain&

position=7&from_view=search 

圖片說明：數位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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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第 1 篇】網路世界中的媒體 

網路世界中的媒體 

（吳宜庭／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在數位資訊的時代下，傳統媒體持續遭受新媒體的挑戰，網路

社群媒體的興起更為人們的生活帶來許多改變，在社群平台上的熱門

的話題與專欄整理皆是使大眾轉向的重點。 

「媒體」是什麼 

日常生活中人們經常透過「大眾媒體」或「新聞媒體」來獲得知

識，然後透過「傳播媒體」來傳遞這些訊息及知識，然而上述所提的

大眾媒體、新聞媒體及傳播媒體皆統稱為「媒體」（media）。 

「媒體」由拉丁字 medius 及 medium 而來，意指：「中間，中

心，中介者，媒介」，亦有動態的媒介與傳遞之意。 

由於資訊科技快速的發展，網際網路已成為眾多人獲取資訊的重

要管道。運用電腦及應用程式，能在圖片上、影片上甚至多種多媒體

的整合上呈現更多樣化的效果，藉由引起更多人的興趣並前往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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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資訊數位化，導致原本的大眾媒體與新聞媒體逐漸進行轉型，

而傳播媒體可能也從舊有的報紙，電視、廣播或雜誌轉向至電腦或手

機透過網路在各地傳播。 

社群媒體 vs 傳統媒體 

傳統媒體：傳統大眾媒體傾向於使用線性概念化或面向源的定義，

所呈現的資訊是單向的，沒有觀眾的回饋。1傳統媒體具有組織化體

系及較高的專業素質，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與權威性。2與近幾年興起

的網路媒體相比即時性與互動性較低，傳統媒體多以電視、報紙、廣

播電台等方式，透過專業人員與設備藉由一對多的方式對大眾進行資

訊的傳播。 

社群媒體：人們用來創作、分享、交流的虛擬社區與網路平台，

社群媒體傭有讓使用者進行編輯與發布訊息的權利，並且可以自行集

結成某種類型的群體，社群媒體上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如：

文字、圖片、音樂及影片，內容多以使用者的主觀方式呈現。3現今流

行的社群媒體包含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Snapchat、

Pinterest 及 TikTok 等。 

對於兩者間的差異，傳統媒體較針對區域性的訊息傳遞，而在社

群媒體上，因為網路無邊界，所以世界各地的人皆可以透過網路在社

群上傳遞訊息。傳統媒體在拍攝影片或撰寫文章上雖然可以立即製作，

但是在傳播的過程上卻會因為需要印刷後發布或是透過機器轉播，而

無法達到即時性，社群媒體則因為網路與通訊設備的進步，可以做到

	
1	Ade	Kusuma	&	Adiasri	Putri	Purbantina	&	Citra	Rani	Angga	Riswari	&	Ririn	Puspita	
Tutiasri(2020).	Is	Online	Media	More	Popular	Than	Traditional	Media	To	Advertise	a	Brand	in	
the	Digital	Age?	(Jun.	11,	2022)	
2	陳國祥(2020).	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傳統媒體業該如何求新求變？檢自：
https://bookzone.cwgv.com.tw/topic/17442	(Jun.	11,	2022)	
3	Dewing,	Michael(2010).	Social	Media:	An	Introduction.	檢自：
https://bdp.parl.ca/staticfiles/PublicWebsite/Home/ResearchPublications/InBriefs/PDF/2010-
03-e.pdf	(Jun.	1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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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錄即發布與隨寫隨上傳的效用。但傳統媒體的寫作內容風格與品質，

會比社群媒體要客觀中立且更正式。 

表 1、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之比較 

 傳統媒體 社群媒體 

傳播管道 新聞、報紙、雜誌、廣播 

Facebook、Instagram、

Twitter 、 Snapchat 、

Pinterest、TikTok 

傳播者 記者、報社、專業人士 社會大眾 

製作成本 高 低 

寫作內容 具較嚴格的審核 自由 

第三方公信力 高 低 

即時性 低 高 

 

社群媒體帶來的改變 

1970 年瑞士研究員發出全世界第一封電子郵件，人們開始擁有

網路上的「群組」，並開始討論各種話題，進而延伸發展到現今的社

群，最知名的社群軟體 Facebook，最早為馬克 ·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就讀學士時，在校內蒐集相片，並架設了「Facemash」

網站吸引了許多訪客，雖在那時期網站遭受到關閉，但他也因此受到

啟發，並在後續與幾名夥伴成立公司，推出了供大眾使用的 Facebook。

在 2005 年 Youtube 問世，免費讓使用者上傳及分享影片，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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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ify 創立，使用者可以分享音樂撥放清單。1 

根據 2016 年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MIC）對台灣民眾的新媒體與網路社群行為研

究顯示，在使用 Facebook 時有 60%的網友會因而減少瀏覽報紙、

雜誌或電視新聞等傳統媒體的時間。2 

在社群媒體使用的如此頻繁的情況下，同時也必須兼顧網路安全

與資訊安全的問題。根據 2022 年的報導，在 2021 年期間社群媒體

服務品牌遭受到釣魚攻擊的比例為最多，透過假冒各大知名品牌來獲

取受害者信任3。在 2021 年時，美國聯邦貿易委會員（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發布消費者警訊，發現詐騙者透過網路社群媒

體假冒知名人士的詐騙案不斷增加4。同年，歐盟消費者組織（The 

European Consumer Organisation，BEUC）對 TikTok 惡意利用年

輕用戶的資料及權利提出投訴，因為其社群多次侵害歐盟消費者權利，

也未保護兒童免受隱藏廣告及不當內容的侵害，雖然短短數年內，

TikTok 已成為歐洲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平台，並擁有數百萬用戶，但

TikTok 的侵權行為卻一再辜負使用者。5 

結語 

網路的發展加上人們的創新，逐漸吸引眾多人使用社群媒體，透

	
1	孫耕悅(2020).	社群媒體何時興起、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當前社會環境下的現況。檢自：

https://108104048.medium.com/social-media-d53a0b181074	(Jun.	11,	2022)	
2	蔡美瑛(2016).	傳統媒體如何因應新媒體發展的衝擊（一）：序言。檢自：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bcb3521e-5774-4a71-a283-
27d40af25404	(Jun.	11,	2022)	
3	TWNIC(2022).	2021	年假冒各大品牌的釣魚攻擊，以社群媒體為最頻繁的類型。檢自：
https://blog.twnic.tw/2022/03/23/22542/	(Jun.	11,	2022)	
4	TWNIC(2021).	詐騙者在社群媒體上假冒	Elon	Musk	等知名人士，以多種詐騙手法，半年内

詐得高達	 8000	萬美元。檢自：https://blog.twnic.tw/2021/05/27/18780/	(Jun.	11,	2022)	
5	TWNIC(2021).	TikTok被指控大規模侵犯歐洲用戶權利。檢自：
https://blog.twnic.tw/2021/03/16/1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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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社群在上面分享訊息與好友們互動或是從上面找尋所要的內容，甚

至廣告商會在上面投放廣告獲取收益，不同類型社群平台，已逐漸朝

專業分眾社群發展，未來對於內容選讀及傳播的要求也會愈來愈高。

而社群媒體的發展將現實與數位世界連結更緊密，並且可能會成為網

路購物的主要管道，有四面八方的網路資訊自動找上門，交友也不受

地域限制。1雖然社群媒體的發展日漸增長，但是在資訊安全這塊仍

需持續加強，不論是修正條款或是加強政策，在社群上的使用者也須

警惕自己在網路上的所作所為，因為所有的行徑皆會被記錄，並且不

是能輕易被抹除的。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傳統媒體, 社群媒體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most-

popular-3d-social-media-icons-logos-social-media-

marketing-with-copy-

space_24257048.htm?query=social%20media 

圖片說明：許多社群媒體圖示的牌子 

 

	
1	許凱玲(2011).	10個社群媒體的未來發展趨勢。檢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18898/BN-ARTICLE-18898	(Jun.	1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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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第 2 篇】群眾外包？「工人」智慧？ 

群眾外包？「工人」智慧？ 
（莊舒歆／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人工智慧需要高品質數據進行訓練與學習，才能發揮人類所預

期的功能。如何取得所謂的高品質數據，是人工智慧的最大障礙之一，

「群眾外包」此時被視為最佳的解決方法。 

高品質數據 

數據分析公司 Data Quality Solutions 總裁 Thomas C. Redman

表示「高品質的數據是能在操作、制定決策和規劃中符合預期。」1，

也就是說高品質數據應具有精確、有效和完整等特性，使人類或人工

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能夠從大數據中找出關聯，根據

DIKW 體系2，使數據（Data）轉變為智慧（Wisdom）。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ML）是人工智慧學習方式之一，

著重訓練電腦從數據中學習並找出特徵。偶爾會聽到「垃圾進，垃圾

	
1	Thomas	C.	Redman	(2004).	Data:	An	Unfolding	Quality	Disaster.	檢自：
http://www.estgv.ipv.pt/PaginasPessoais/jloureiro/ESI_AID2007_2008/fichas/TP06_anexo2.pdf	
2	Russell	.L.	Ackoff	(1989).	From	Data	to	Wisdom.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1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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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是指蒐集的數據有問題，就會推

論出錯的參數。在龐大的數據中，訓練 AI 模型若進入此種循環，要

經過長時間才能慢慢剔除所謂的「垃圾」，需要耗費巨額成本和時間。 

群眾外包 

為了能訓練出精準的預測模型，歷史數據就必須符合高品質的標

準。數據科學家會先進行數據清理工作，但那既無聊又耗時，且團隊

缺乏多樣性沒辦法完全找出並修正所有的錯誤數據，容易造成系统漏

洞。技術公司 Narrative Science 在研究報告中指出1，有 59%的公

司將數據科學人才列為實現大數據技術的障礙。在美國，全職數據科

學家的平均年薪為 12 萬美元，對企業來說是不小的負擔。 

群眾外包的商機就此出現，企業提交工作到外包平台上，僱用來

自世界各地的員工完成任務，進而改進 AI 系统，平台上會有各種工

作，包含翻譯各種語言的文章、瀏覽大量照片找出有沒有圖片包含仇

恨或歧視的內容等等。其中，最為出名的群眾外包平台「亞馬遜土耳

其機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名稱取自 18 世

紀發明的自動下棋裝置「土耳其機器人」，外型像是一個穿戴土耳其

造型的假人，但其實內部是一個真的下棋大師，許多棋手都誤以為自

己在與機器競爭。藏在內部的下棋大師是自動下棋裝置的重要齒輪；

而看似自行運作與計算的 AI，背後也有許多努力工作的「工人們」被

視為 AI 運作不可或缺的齒輪。 

「工人」智慧 

群眾外包工人與數據科學家團隊有甚麼差別？  

	
1	Narrative	Science	(2016).	Outlook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nterprise	2016.	檢自：
http://www.datascienceassn.org/sites/default/files/Outlook%20on%20Artificial%20Intelligence
%20in%20the%20Enterprise%20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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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數據科學家相比他們便宜非常多，瀏覽 100 張圖片驗證有無不

良內容，平均賺得 0.04 美元，任務開價的高低通常會直接影響接受

任務者的多寡。工人們在效率表現上也較為出色，除了人數眾多的原

因，工人為了賺得更多的工資會賣力完成任務。同為遠距工作，工人

比企業員工效率快上許多，且企業平時也不需提供辦公室或硬體設施。 

對於能更快且降低成本的達成作業，企業絕對樂於委託。此外工

人還能確保高品質數據，原因有以下四項： 

1. 擁有多樣性 

若只招募特定的群體來為目標受眾測試，容易出現偏見，企業

透過使用來自不同國家的員工來測試或篩選數據，能夠更全面

的發現錯誤數據。 

2. 工作者數量多 

工作者足夠多，除了代表有多樣性的特徵，同時也表示接受同

一任務的人們所交出的數據量夠多，能夠有更少的誤差。此外，

企業一定不只一項任務，有些人疲於做同一任務想更換工作時，

有足夠多的人，才能使每項任務都有充足的工作者提供足夠多

的數據。 

3. 講求工人的品質 

特別是講求某種能力的工作，接案的工人就必須不斷地接受測

試，確保他們持續的符合執行任務的標準。以翻譯或錄製音訊

來說，為了確保工作者對此種語言的熟練度，每隔一段時間就

會經過嚴格的語言測試，由另一位同為外包平台的工作者出題

和驗證，測試內容也包含母語者會使用的慣用語或方言。以人

工驗證方式確保工人品質，不斷循環達到更好的數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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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器學習 

外包平台會使用機器學習來監督工作者的行為，以同一類型任

務過去的平均時間判斷，如果任務完成的過快可能代表工作者

在任務上較急促不細心，而耗時太長可能意味他們曾分心或不

能解決問題。機器學習還能發現工作者給出不一致的答案，運

用演算法評估哪一種答案才是較為正確的，也就是一邊餵養數

據一邊訓練 AI。 

結語 

群眾外包是一種全新的工作型態，能夠解決人工智慧缺乏高品質

數據的問題，對企業來說是「性價比」非常高的完美團隊。 

但轉念一想，這也促使大型企業將工作外包給勞動成本低的國家，

使世界貧富差距擴大。很少人會為他們的權益發聲，甚至不知道他們

的存在。工作時間長且不固定，使的工資低於最低時薪的狀況時有所

聞，甚至平均每小時只有 2 美元。一位在 MTurk 工作的受訪者表示：

「僱主比工作者擁有更大的權力，可以突然否定已提交的工作成果，

但工作者卻沒有辦法採取任何行動」1。 

群眾外包是推動人工智慧進步的好方法，但人類科技發展的同時，

若輕忽勞動者穩定的收入和生活保障，演變成科技進步需伴隨勞工生

活品質退化，後續的發展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各國應開始

省思並訂定相關政策，使各科技巨頭重視所有「工人」的付出。 

 

	
1	 Jane	Wakefield	(2021).	AI:	Ghost	workers	demand	to	be	seen	and	heard.	BBC	檢自：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641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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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人工智慧, 群眾外包, 大數據 

圖片來源：https://img.freepik.com/free-vector/crowdsourcing-

concept-with-big-word-text-team-people-with-modern-flat-

style-vector-illustration_65709-296.jpg?w=900 

圖片說明：crowdsourcing 群眾外包英文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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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第 3 篇】新型態的網路釣魚 

新型態的網路釣魚 
（羅心妤／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根據研究，2021 年的網路釣魚增加了 29%。除了數量暴增外，

犯罪手法也隨時代變遷越來越多元，本篇文章將介紹近幾年的網路釣

魚趨勢以及防範方法。 

「網路釣魚」介紹 

網路釣魚是指駭客試圖利用連網裝置欺騙受害者洩露敏感的個

人資訊。一旦獲得資訊，詐騙者將使用或出售受害者的資訊來圖利。

與去年相比，針對個人的全球勒索軟體攻擊增加了 38%1，而未能使

用雙重身份驗證等安全工具可能面臨相對較高的風險。 

通常網路釣魚不是專注於特定目標，而是將目標訂在在一個大群

體中，因為群體中至少會有一名成員把自己放在「鉤子」上。他們透

過包含惡意附件的電子郵件、社交媒體訊息、簡訊、電話、虛假網站

	
1	GRACE	MACEJ	(2021).	Phishing	scams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crypto	hype	
檢自：https://blog.avast.com/crypto-based-phishing-scams-
avast?_ga=2.208117274.989264259.1652181898-1936466448.1652181898	(Jun.	2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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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具投下了龐大的網路，一旦潛在受害者開啟損壞的檔案或連結，

詐騙者就會利用這個機會獲取個人或財務資訊，接著將惡意軟體下載

到他們的電腦上，或是竊取他們的身份等等。 

新興網路釣魚類型1 

1. 語音釣魚（Vishing） 

Vishing 是經典騙局的更新，涉及使用網際網路語音協議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VoIP）欺騙家人、朋友、

親人、企業、政府官員等的電話號碼。詐騙者透過冒充這些

號碼，試圖讓受害者洩露寶貴資訊、購買禮品卡或匯票、籌

集保釋金、收取拖欠的稅款等。不幸的是，許多受害者往往

是不熟悉技術的高齡者，他們容易相信與情感依賴相關的詐

騙。 

2. 性勒索詐騙 

騙局通常從一封電子郵件開始，詐騙者表示他們擁有包含受

害者的影像、電腦螢幕截圖以及其他的圖片和資訊，並威脅

要將它們傳送給朋友、家人和僱主，或準備在各種社交平臺

上傳播它們。如同語音釣魚一般，此詐騙取抓住不熟悉技術

的受害者，並恐嚇受害者放棄有價值的自身資訊或帳戶資料。

這些詐騙者幾乎是虛張聲勢，但許多受害者在面臨時間極短

的曝光截止日期時，不敢冒著拒絕要求的風險。此外，性勒

索因可能造成現實世界中災難性的後果，導致其中牽涉許多

自殺案件。 

2019 年南韓的「Ｎ號房事件」曾經轟動一時，近期 Netflix

	
1	GRACE	MACEJ	(2022).	Which	phishing	scams	are	trending	in	2022?	
檢自：https://blog.avast.com/trending-phishing-scams-2022	(Jun.	2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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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檔紀錄片《網路煉獄：揭發Ｎ號房》使此事件重新獲得大

眾關注。Ｎ號房的初創者「Godgod」鎖定在推特（Twitter）

上的國中少女，私訊佯稱已獲得她們的個資，當女孩們點進

去附上的釣魚連結後，往往會出現推特或其他網站的重新登

錄頁面，如果照樣填寫帳號密碼，加害者便會取得對方的個

人照片、學校、住址、手機號碼等資訊，他們會駭入受害者

帳戶取得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照片，並威脅受害者完成殘酷

的性指示。 

3. 加密貨幣詐騙 

無論加密貨幣市場的長期表現如何，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

詐騙者不會落後於加密貨幣的發展方向，它們使用網路釣魚

攻擊來誘捕 NFT 投資者的情況並不少見。 

加密貨幣詐騙主要的方式是，盜用主要加密貨幣發起人的推

文，滲透到圍繞加密貨幣構建的社群，推薦空投不知名 NFT，

再用高額出價引誘至釣魚網站；或是透過一封電子郵件，表

示有人將購買受害者的 NFT。那些看似合法的連結，將會連

線到一個虛假的 NFT 平臺，受害者可能會無意中洩露加密錢

包私鑰。 

如何防範網路釣魚 

網路釣魚最主要的預防方式，就是「有意識地識別資訊」，可以

參考下列做法： 

1. 確保電子設備設置為最新版本。 

2. 盡量減少是使用密碼管理工具，以減少帳戶被盜用的可能性。 

3. 使用雲端硬碟備份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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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寄件人確認電子郵件，不要隨意點擊可疑鏈接或電子郵件

的附件。 

結語 

詐騙者往往利用人性脆弱與貪婪的時候，或利用受害者對於資訊

的不理解，攻防其心理，以進行詐騙。因此，若是剛開始進入不熟悉

的領域，謹慎行事更是關鍵，不要隨意分享個人資訊，並避免訪問未

知的點擊或可疑連結，每一次分心，都可能掉入等待已久的陷阱。此

外，不斷提升資訊安全領域的新知，了解新型的犯罪手法，藉此提高

自身的警覺性也顯得非常重要，期望網路釣魚的趨勢可以隨著民眾的

認知提升而開始下降。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網路釣魚, 資訊安全 

圖片來源：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phishing-

account-concept-

illustration_8139230.htm#query=phishing&position=3&from_

view=search 

圖片說明：小偷正在竊取使用者的網路資訊 

	

 



597 
	

【7 月第 1 篇】公用網路上的隱私安全 

公用網路上的隱私安全 

（吳宜庭／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在網際網路越來越便利的時代下，人們逐漸習慣使用手機、電

腦等電子設備進行上網，隨著新冠疫情的肆虐導致網路使用模式的改

變，原先的外出工作、社交與娛樂接轉變在網路上進行，然而在公用

網路上究竟有什麼危險。 

2022 年，我們處在一個網路非常普遍的時代，在萬物皆連網的

情況下，你曾想過你所連接上的網路當你瀏覽網頁或進行其他操作時

是安全的嗎？ 

公用網路與私人網路 

隨著新冠疫情的肆虐導致網路使用模式產生改變，人們逐漸習慣

使用手機、電腦等電子設備進行上網，生活型態的轉變使得上網無所

不在，在原有的工作型態下為了防止機密外洩，多數企業都會在網路

邊界系統設有防火牆、偵測系統等多套措施，現今不論在家中、學校、

公司甚至出門在外網路變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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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們在咖啡廳、百貨公司或是飯店等公共場所所連接到的

Wi-Fi 熱點可稱為公用網路，對於許多人來說，在外能連接到免費網

路似乎是個理想的選擇，但是當使用者連線至公用區域時，並不知道

連在這個區域的其他使用者有誰，所以也不會意識到會不會因為使用

了這個公用網路而使個資或是重要資料遭受到駭客偷竊。 

在家中透過自己的路由器所架設的 Wi-Fi 或是組織中如學校，公

司所提供的網路可稱為私人網路，私人網路通常是可控制的，想連接

至私人網路必須要有存取權限才可連線，私人網路會有個管理者控管

著所有連線者，以防範未知連線者的有意破壞。 

公用網路有哪些不安全 

公用網路的開放網域相對於私人網路來說可能會因為資安人員

的不足或是防火牆設置不全導致入侵容易，並在其中植入惡意程式竊

取個人資料，形成駭客最佳的入門管道。1公共 Wi-Fi 若遭受入侵後，

可能形成攔截雙方之間的通訊的中間人攻擊（Man in the Middle 

attack）、以假 Wi-Fi 熱點收集到連接此設備的資料、利用特定電腦

程式攔截封包或是 Cookie 偷竊與 Session 劫持等網路攻擊。2 

VPN是什麼 

近期時常在 Youtube 平台觀看的影片中出現某家 VPN 廠商的

業配廣告，廣告中時常提到：「使用 VPN 可以保護您的線上隱私權並

保護您的資訊不受駭客、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和其他第三方的影響。」，

然而這個 VPN 究竟是什麼呢？ 

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是在公共網路

	
1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2021).	Wi-Fi	走到哪連到哪？一不小心就連到地雷啦！檢自：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508?user_type=4&topic=9	(Jul.	11,	2022)	
2	Binance(2019).	為何公共Wifi	是不安全的。檢自：
https://academy.binance.com/zt/articles/why-public-wifi-is-insecure	(Jul.	1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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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例如全球網際網路）中建構的專用網路。專用網路的特點

是他僅提供給授權用戶允許他們存取特定區域中各種網路相關的服

務與資源。3 

常見的 VPN 協議有：OpenVPN、點對點通道通訊協定（Point 

to Point Tunneling Protocol，PPTP）、第二層隧道協定（Layer Two 

Tunneling Protocol，L2TP）、安全通訊端通道通訊協定（Secure 

Socket Tunneling Protocol ，SSTP）與網際網路金鑰交換（Internet 

Key Exchange v2，IKEv2），簡略的 VPN 協議介紹如表 14，VPN 透

過加密隧道的方式連接使用者與遠端 VPN 伺服器，使用者可以從用

戶端進入開放網路區域。例如：身在台灣的用戶透過電腦或手機連接

至位於美國的 VPN 伺服器，瀏覽網站時，這位用戶的位置就不再是

原本的 IP 位置，而是 VPN 伺服器的位置。這種使用方式是大多人最

常見的，也是所謂的「翻牆」。在部分國家因為法規政策的緣故 VPN

是被禁止使用。 

表 1、VPN 協議介紹 

VPN 協議 簡介 

OpenVPN 

目前被使用最廣泛使用的協議
之一，為開源 VPN 協議，支
持各種加密運算法所以有著高
度的安全性。 

點對點通道通訊協定（PPTP） 
最早被廣泛使用的 VPN 通訊
協議，但由於加密的安全性弱
而有很多安全漏洞。 

	
3	Paul	Ferguson	&	Geoff	Huston(1998).	What	is	a	VPN?檢自：https://cpham.perso.univ-
pau.fr/ENSEIGNEMENT/COMMUN/vpn_ferguson.pdf	(Jul.	11,	2022)	
4	Hacyber(2021).	【VPN	協議】	 7	種通訊	VPN	協定比較。檢自：https://hacyber.com/vpn-
protocols/	(Jul.	1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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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隧道協定（L2TP/IPsec） 
被廣泛使用建立通道連結，沒
有加密或驗證身分技術，僅依
靠 IPSec 加密技術。 

安全通訊端通道通訊協定
（SSTP） 

微軟所開發 VPN 通訊協議，
在增強隱密性和翻牆上皆很出
色，但其他平台上不易安裝使
用。 

網際網路金鑰交換
（IKEv2/IPsec） 

支援身分驗證和加密，傳輸占
用的頻寬少、速度快，透過
IPSec 安全協議配合使用後，
因此成為行動裝置傳輸通訊最
可靠的 VPN 協定。 

 

好的 VPN 應具有「無記錄」（zero logs）政策。安全的 VPN 只

會記錄最少量的基本連線資料，如頻寬使用率、伺服器負載量或位置，

這是用於優化服務而不能用於識別用戶。5 

隱私的防範 

雖然 VPN 可以保護上網的安全，也可以將內部網路延伸更遠的

區域，但 VPN 的保護不是一定的，許多家廠商也曾遭受到駭客攻擊

或是出現資安漏洞，如在 2019 年與 2020 年時數家資訊設備公司的

VPN 產品皆出現資安漏洞，這可能讓攻擊者不須驗證其身份即可進

入單位的內部網路，竊取相關資訊。6 

因此使用者除了使用VPN防止資料遭受到竊取外，在外選擇Wi-

Fi 使用時，應選擇有密碼保護的 Wi-Fi 進行存取；在瀏覽網頁時尋找

	
5	TWNIC(2019).	如何選擇可靠的 VPN。檢自：https://blog.twnic.tw/2019/12/06/5520/	(Jul.	11,	
2022)	
6	TWNIC(2020).	近期多家 VPN設備資安漏洞，相關單位應立即檢視以降低資安威脅。檢自：
https://blog.twnic.tw/2020/01/31/6051/	(Jul.	1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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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形圖示，盡可能使用「HTTPS」加密的網頁；留意不安全連線的警

告等。並不是只有使用公用網路才有可能遭受資安威脅，許多中小企

業所面臨到的攻擊也可能是來自簡單的地方，如：釣魚信件或是軟體

未定期更新等，所以我們應該加強使用網路的安全觀念與注意來歷不

明的連結，為自己的隱私做到有效的防護。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公開網路, 私人網路, VPN 

圖片來源：	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tech-

devices-icons-connected-digital-planet-

earth_5074433.htm#query=internet&position=6&from_view=

search 

圖片說明：網路上所有服務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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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第 2 篇】無密碼時代 

無密碼時代 
（吳幸芳／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在現今資訊化時代，在網路上使用密碼的工作越來越多，人們

為了資訊安全在不同平台設置不同的密碼，但簡略的密碼容易被破解，

繁複的密碼可能最終被本人遺忘，因此無密碼時代正在悄悄來臨。 

何謂無密碼身分驗證 

密碼能使人們在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多一層隱私，也同時成為資料

安全保護機制中的一項弱點，根據 Verizon 2022 年的研究報告顯示
1，超過 80%的數據洩露是由密碼薄弱或洩露所造成。由此可知，密

碼可能被共享、猜測或竊取，導致資料外洩，無法完全的保護使用者

資訊，逐漸出現密碼產生器（random password generator）、密碼

管理員和多重要素驗證（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MFA）等機

	
1	Verizon (2022).	2022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 檢自：

https://www.verizon.com/business/resources/reports/2022/dbir/2022-data-breach-

investigations-report-dbir.pdf (Jul. 0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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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加強密碼的強度。 

現今，無密碼時代正在發展，無密碼身分驗證能使使用者無需創

建和輸入密碼或回答安全問題即可登入，但不代表使用者無須進行任

何形式的身分驗證即可直接進入網站，仍須通過多種身分驗證形式，

以證明是否為本人，例如：設備 PIN 或指紋辨識等。通常會與多重要

素驗證或單點登錄（Single Sign-On，SSO）結合使用2，以改善用戶

體驗、增強安全性並降低營運費用和複雜性。 

無密碼身分認證之優點包含以下幾項3： 

20. 更強的網路安全環境 

根據 SpyCloud 的研究報告顯示4，擁有多組外洩密碼的

用戶中，有 64%會為多個帳戶重複使用類似的密碼，因此若

密碼遭洩漏，攻擊者可訪問多個帳戶獲取機密數據，造成公

司或使用者巨大損失。無密碼身份驗證可對最普遍的網路攻

擊進行保護--網路釣魚，代表即使使用者收到網路釣魚電子

郵件或連上網路釣魚網站，用戶並沒有密碼可以提供。加上

創建虛假的一次性密碼（One-Time Password，OTP）、發

送通知或指紋來進行身份驗證是相當困難的，種種因素皆提

升用戶的網路安全環境。 

	
2 CyberArk (2022). Passwordless Authentication 檢自：https://www.cyberark.com/zh-

hant/what-is/passwordless-authentication/ (Jul. 05, 2022)	
3	 JumpCloud (2022).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Passwordless Authentication 檢自：

https://jumpcloud.com/blog/benefits-challenges-passwordless-authentication (Jul. 05, 

2022) 
4	Business Wire (2022). SpyCloud 2022 Identity Exposure Report: Majority of Consumers 

Have Poor Password Hygiene 檢自：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20302005209/en/SpyCloud-2022-

Identity-Exposure-Report-Majority-of-Consumers-Have-Poor-Password-Hygiene (Jul. 

0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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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更好用戶體驗和更高的生產力 

人的記憶有限，生成和記住數百個密碼是不可實現的，

因為忘記密碼導致用戶不便，久而久之使用簡單的密碼便處

處可見。況且根據 iProov 所發佈的研究顯示5，消費者會因

忘記密碼而放棄線上購物。使用無密碼身份驗證後，這些問

題都迎刃而解，並且便捷的登入能夠減少用戶花在管理密碼

上的時間，可用於其他更有意義的事物。 

22. 降低長期成本 

Forrester 報告稱6，美國組織每年用於與密碼相關的費

用超過 100 萬美元。若使用無密碼身份身分驗證，長期下來

可大幅降低成本。不再存儲密碼、重置忘記的密碼，也不再

因資料可能外洩而煩惱。 

FIDO 

FIDO（Fast IDentity Online）聯盟7其使命為「身份驗證標準」，

以幫助人們減少對密碼的過度依賴。FIDO 聯盟促進認證和設備認證

標準的開發、使用和遵守。FIDO 協議為 FIDO 聯盟8所制定的一套網

路識別標準，意在確保登入流程中伺服器及終端裝置協定的安全性。

FIDO 協議使用公開金鑰加密技術、多重要素認證與生物辨識特性進

行認證，來提供更強的身份驗證。同時 FIDO 聯盟也確保所有利用
	

5	 iProov (2020). The End of the Password: 50% Of Young Consumers Share Their Log-in 

Details 檢自：https://www.iproov.com/blog/the-end-of-passwords-iproov-consumer-

survey (Jul. 05, 2022)	
6	Forrester (2018). Best Practices: Selecting, Deploying, And Managing Enterprise 

Password Managers 檢自：https://www.keepersecurity.com/assets/pdf/Keeper-White-

Paper-Forrester-Report.pdf (Jul. 06, 2022) 
7 FIDO (no). Alliance Overview 檢自：https://fidoalliance.org/overview/ (Jul. 06, 2022) 
8 HENNGE (2021) FIDO 是什麼？無密碼時代的來臨 檢自：

https://hennge.com/tw/blog/what-is-fido.html (Jul. 0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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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O 核心規範的產品能夠協同工作，以提升全球無密碼身分驗證的

兼容性和標準化。 

FIDO 聯盟目前發布三種用戶身份驗證規範9，分別為 FIDO UAF

（FIDO Universal Authentication Framework）、FIDO U2F（FIDO 

Universal Second Factor ） 以 及 FIDO2 。 CTAP （ Client to 

Authenticator Protocols）是對全球資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 W3C ） 的 Web 身 份 驗 證 (W3C’s Web 

Authentication，WebAuthn)的補充規範，稱為 FIDO2。 

以下為 FIDO 核心規範介紹: 

1. FIDO UAF 

用戶安裝 FIDO UAF 堆疊（Stack）設備後，可以選擇

在終端裝置上透過各種生物辨識等方式，例如：輸入 PIN、

聲音辨識、指紋辨識，即可進行線上登入。結合生物辨識

等認證途徑，提供使用者順暢的無密碼登入體驗。 

2. FIDO U2F 

FIDO U2F 允許雙因素驗證，用戶登入時需添加第二個

驗證因素，以證明是否為本人，增強現有密碼基礎設施的

安全性。該服務還可以在其選擇的任何時間提示用戶提供

第二因素設備，例如：FIDO 安全密鑰。 

3. FIDO2 

FIDO2 由 WebAuthn 規範和 Client to Authenticator 

Protocol（CTAP）組成。FIDO2 通過嵌入式身份驗證，例

	
9 FIDO (no).	FIDO Alliance Specifications Overview 檢自：

https://fidoalliance.org/specifications/ (Jul. 1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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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物識別或 PIN，或用外部身份驗證，例如：FIDO 安

全密鑰、行動設備、可穿戴設備等，以支持無密碼、第二

因素和多因素用戶體驗。 

目前無密碼發展 

今年 Apple、Google 和微軟已承諾10在未來一年正式支援 W3C

以及 FIDO 聯盟所制定的「無密碼登入」標準，希望能在不同系統的

裝置之間，省去輸入密碼的步驟，利用生物辨識完成快速登入，無需

密碼也作為帳戶恢復方法。三家科技巨頭公司也一同公告11未來為用

戶提供兩種新功能，以實現更加無縫和安全的無密碼登錄： 

1. 允許用戶在各種設備或新設備上利用 FIDO 進行自動登入，

而無需為每個帳戶重新註冊。 

2. 使用戶能夠在行動裝置上使用 FIDO 身份驗證，以登入附近

設備上的網站或應用程式，不管所運行的操作系統平台或瀏

覽器為何。 

結語 

密碼的出現使資料不直接暴露在網際網路上，但也因此成為駭客

攻擊的重點之一。無密碼身分驗證的出現，能讓我們擁有更強的網路

安全環境、更好的用戶體驗和更高的生產力以及可降低長期成本。為

了減少對密碼的依賴性，FIDO聯盟發布三種用戶身份驗證規範 FIDO 

UAF、FIDO U2F 以及 FIDO2。Apple、Google 和微軟宣布在未來
	

10	The verge(2022)	Apple, Google, and Microsoft will soon implement passwordless sign-

in on all major platforms 檢自：https://www.theverge.com/2022/5/5/23057646/apple-

google-microsoft-passwordless-sign-in-fido (Jul. 06, 2022)	
11	Apple (2022) Apple, Google, and Microsoft commit to expanded support for FIDO 

standard to accelerate availability of passwordless sign‑ins 檢自：

https://www.apple.com/newsroom/2022/05/apple-google-and-microsoft-commit-to-

expanded-support-for-fido-standard/ (Jul.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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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支援「無密碼登入」標準，為使用者提供更流暢的登入體驗。無密

碼身分驗證能改善密碼所帶來的問題，但若要全面使用無密碼登入，

首先要改變的是使用者是否願意跨出舒適圈，嘗試使用「無密碼登入」。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無密碼身份驗證, 無密碼時代, 資安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identification-

technologies-symbols-icons-set-with-touch-screen-

fingerprint-recognition-id-systems-

isolated_6831416.htm#&position=0&from_view=undefined#p

osition=0 

圖片說明：無密碼身份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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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第 3 篇】無解的域名衝突? 

無解的域名衝突? 
（莊舒歆／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各公司內部也普遍架設區域網路。2012 年

ICANN 向全球開放註冊新通用頂級域名，域名衝突的問題開始被重

視。目前尚未有完全防範的措施。 

域名衝突（name collision） 

在說明域名衝突前，我們要先了解企業內部網路以及域名系統架

構。 

隨著網路蓬勃發展，許多企業開始申請網域並架設網站，2011 年

6 月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批准了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s，new gTLD）1，2012 年開放

各企業與機構註冊，ICANN 在當年收到了 1930 個域名申請，截至

	
1	 ICANN(2011).	ICANN	Approves	Historic	Change	to	Internet's	Domain	Name	System.	檢自: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0jun11-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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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已核准了 1241 個2。且數量可能會持續增加。 

企業內部網路（Local Area Network，LAN），是指交換器會將內

部許多電腦連結在一起，使它們可以共用網際網路、檔案和軟體等資

源。使用者不僅可以透過區域網路內使用，在外部也可以透過 VPN

對企業內部網路進行存取。 

域名系統（Domain Name System，DNS）的架構是採用階層式

的分散式處理模式來分類，類似樹狀目錄結構（Tree Structured 

Directory）。在架構最頂端的稱為根網域（root domain），從根網域

向下分出不同的分類網域，每個網域下又可再建立主機名稱，主機名

稱下再延伸出子網域，如此不斷重複。這整個結構空間稱為網域名稱

空間（Domain Name Space）。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企業內部自訂主機名稱擁有內部域名，內部

域名選擇了原頂級域名中不存在的名稱。但後來出現的新頂級域名與

之重複，就稱為域名衝突。域名衝突的問題其實早在新通用頂級域名

問世前就發生了。但由於新通用頂級域名數量龐大，引發衝突的可能

性和影響範圍將會更大。 

衍生問題 

使用企業內部網路，當域名衝突發生時，我們在外部瀏覽器上查

詢域名，仍會在企業內部網路；同樣的，輸入內部域名使用企業內部

服務，DNS 解析可能會導引至外部網站。 

域名衝突會造成下列問題： 

l 無法存取公司內部的服務。Ex：無法使用企業電子信箱。 

	
2	 ICANN(2022).	Completed	New	gTLD	Program.	檢自:	https://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
status/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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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企業伺服器內部中使用縮寫路徑時，無法與其他伺服器

連接。 

l 區域網路內的終端用戶無法存取頂級域名。 

l 組織內伺服器會試圖存取組織外伺服器，導致資訊洩露；也

造成公司使用的主機名稱洩露給外部。 

以 Corp.com 的故事使我們更了解域名衝突衍生問題。 

在企業內部網路的微軟電腦，是統一透過 Active Directory（AD）來

驗證同個網路上的其他主機。AD 能使一台在 ABC.example.com 上

的 Windows 電腦，要存取內網名叫「drive」的磁碟時，只需輸入路

徑「\\drive\」就能存取。早期 Windows Server 2000 系統預設的

AD 路徑為「corp」，許多企業就在這基礎上建立了更龐大的網路。 

如果一台受 AD 管轄的企業筆電，帶到公司外上網，筆電會試圖

存取專屬於公司的網域名稱「corp」，但實際跑到網際網路上以

corp.com 為名的網域。所以任何控制 corp.com 的人都可以被動地

攔截來自數十萬台電腦的公司與企業通訊內容。JAS Global Advisors

是長期研究 DNS 域名衝突3的公司，2019 年他們架設了網域為

corp.com 的網站，大約一小時就接到 1,200 多萬封信，包含企業機

密文件。他們還分析了試圖連接 corp.com 的資料流，發現大多是要

登錄各公司內網和共享文件。也就是掌控 corp.com 就能輕易掌控各

企業網路、進入企業內網，擁有一個由企業組成的殭屍網路（Zombie 

Network）。只要企業 AD 的網路名稱，使用的不是公司所屬的網域

名就會有風險。 

解決辦法 

	
3	 JAS	Global	Advisors(2014).	Mitigating	the	Risk	of	DNS	Namespace	Collisions.	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name-collision-mitigation-study-06jun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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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RFC 67624建議各企業可將內網取名為.corp，後來證明

這是件危險的舉動。2017 年 ICANN 開始了域名衝突分析計畫

（Name Collision Analysis Project，NCAP），將「.corp」這類字串

貼上高風險標籤並永久擱置，包含.mail、.home 等，並調查造成域

名衝突的根本原因，回顧過去文件持續研究域名衝突的影響。但目前

域名衝突問題沒有辦法完全根治，全世界的企業內網數量無法計算，

企業需要多加注意內網所使用字串。ICANN 對頂級域名申請嚴厲的

審查制度有利緩解此問題，但在效率上卻可能趕不上域名衝突的發生。 

NCAP 研究團隊表示：「若是沒有經過龐大社群的仔細審查，不經過

協調就毫不猶豫地使用網域名稱空間，就會持續造成域名衝突，降低

整體網際網路的穩定及安全。」5 

結語 

目前各網際網路社群已將域名衝突視為需致力解決的議題。域名

衝突影響的不只是企業，也可能衝擊到一般家庭，家中設定路由器或

是家電所使用的網址，如果有部分字串也成為了頂級域名，可想而知

那有多危險。ICANN 後期致力於嚴格審查頂級域名申請，引起部分

的申請者抗議，認為有些機構能一開始就拿到域名，他們現在卻要等

上好幾年的時間才可以使用或被告知不能使用，浪費了許多時間與成

本。但我們都清楚知道，為了網路安全這是有必要的。 

域名衝突的狀況到現在仍然持續增加，已演變為一個棘手的問題。

企業自身需確實檢查內網域名設定，才能真正保護企業網路安全並為

網際網路社群助一臂之力。 

	
4	RFC	6762.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html/rfc6762	
5	 ICANN(2022).	Challenges	with	Alternative	Name	Systems.檢自：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octo-034-27apr2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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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域名衝突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domain-links-seo-

webinar-cyberspace-

concept_17202278.htm#query=domain%20name&position=7&from_

view=search	

 

圖片說明：電腦上呈現 domain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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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第 1 篇】淺談內容傳遞網路(CDN) 

淺談內容傳遞網路(CDN) 

（吳宜庭／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當你在瀏覽網頁時，是不是也曾經遇過漫長等待的情形呢？那

你是否有想過，為什麼有些網頁可以快速地載入資料，並且順暢的瀏

覽？而網站伺服器所在區域的距離是否會決定了你瀏覽網頁的快慢

呢？ 

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 

在距今 20 多年前，隨著骨幹網路（Backbone Network）的擴

增與訊息長距離傳輸需求增大，使得骨幹網路壓力越大且長傳效果愈

差。在 1995 年，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應用數學系教授帶領研究生與幾位研究人員嘗試

使用數學邏輯解決網路壅塞的問題。 

上述研究人員藉由數學演算法，處理內容動態路由配置，最終解

決了網路使用者的困難，在後 MIT 史隆管理學院的學生加入團隊中，

並開始實施商業計畫，於 1998 年成立一家科技公司「Akamai」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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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前全球最大的分散式運算平台之一，後續在其他地區亦有相同的

科技公司紛紛成立，提供相似的服務，即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 

CDN系統架構 

圖 1、CDN 系統架構 

CDN 的系統架構圖如上，首先來源伺服器將 URL 名稱空間委託

給 CDN 進行分發和將要交付的文件或物件傳送到請求路由系統，接

著來源伺服器將要分發和下發的內容發布至分發系統中，分發系統會

將內容移動至副本伺服器。系統透過回饋與請求路由系統互動，以協

助客戶端請求的副本伺服器選擇過程。客戶端從他認為是來源的地方

請求文件，由於 URL 名稱空間委託，請求實際上會被轉向請求路由

系統。再來請求路由系統將請求路由到 CDN 中適合的副本伺服器，

被選中的副本伺服器將請求內容傳遞給客戶端。 

後續副本伺服器會將傳送內容的計費資訊發送到會計系統，會計

系統會將計費資訊彙整統計與內容明細紀錄，以供來源伺服器與計費

組織使用。統計資訊也可作為請求路由的回饋，最後計費組織使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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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詳細記錄、內容分發與交付過程中涉及的各方進行結算。1 

CDN 原先第一個重要用途是分發大量請求的圖形文件，如 GIF

檔，然而無論是在理論或是實務上，CDN 皆可以支援任何數位內容

的交付包含各種形式的串流媒體。2為了能盡量縮短使用者與網站伺

服器間的距離，CDN 會將內容來源伺服器（Origin Server）提供的

內容儲存在最接近使用者的「邊緣」（edge）網路節點，讓使用者可

以從最近的 CDN 所在區域更快速地獲取所需資料，進而達到優化網

頁速度及效能的功效。 

CDN使用情境 

若是在沒有使用 CDN 時，假設有一影音平台架設在美國，成立

初期使用者數量不多且大多數皆在美國，那所有使用者皆可直接向網

站伺服器發出請求並快速取得資料。但是若網站使用者逐漸增加且區

域逐漸擴展時，網路伺服器的承受程度也會隨之增加。最後距離網路

伺服器越遠的使用者存取速度也會越來越慢，甚至面臨網路延遲和寬

頻成本增加的問題，進而降低使用平台的意願。 

因此當平台使用 CDN 時，CDN 會將網站伺服器回傳給使用者

的快取（cache）並存在多個地理位置（Points of Presence，PoPs），

且幾乎每個 PoP 都包含 CDN 節點（CDN nodes），可負責將快取傳

輸給在 PoP 附近發出請求的使用者。 

	
1	Gang	Peng(2018).	CDN: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檢自：
https://arxiv.org/pdf/cs/0411069.pdf	
2	M.	Day,	B.	Cain,	G.	Tomlinson,	P.	Rzewski	(2003).	A	Model	for	Content	Internetworking	
(CDI)	檢自：https://www.rfc-editor.org/rfc/rfc3466#sectio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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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CDN 系統架構 

問題與資安疑慮 

如今的網際網路已是一個複雜且相互依賴的巨大系統，許多平台

幾乎也會使用 CDN 服務，然而雖然 CDN 的承載量比一般傳統單一

伺服器要多，當某個伺服器故障時，系統也可調用其他鄰近地區的伺

服器服務，但若來源伺服器產生故障或其他意外情形發生時，則所有

供應的服務也被迫中止，如：知名 CDN 業者 Fastly 因全球多個區域

斷線，導致眾多網路業者 Amazon、Paypal、紐約時報及英國政府網

站無法正常運作3。 

從 2021 年至今中國資安業者安天（Antiy）長期追蹤印度駭客組

織的網路攻擊，並表示駭客為了避免遭受追查，可能會濫用 CDN 服

務來隱藏攻擊來源4。在 2020 年時，也曾經發生過全球 200 大 CDN

遭受 BGP 劫持，藉由破壞路由器內的全域 BGP 路由表（global BGP 

routing table），造成一組 IP 流量被導向不該去的目的地，Facebook、
	

3	林妍溱(2021).	CDN業者 Fastly組態問題造成全球斷線，多家知名網站遭殃。檢自：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4911	
4	羅正漢(2022).	【資安月報】2022年 7月-印度駭客組織 Confucius對巴基斯坦軍事機構發動攻

擊。檢自：https://www.ithome.com.tw/news/15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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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Amazon 等大小型平台所使用的 CDN 皆遭受影響5。 

因此 CDN 的使用為使用者帶來許多便利，也增進網路服務提供

的效能與擴展，但是使用的同時也應了解相對的風險並做好相對應的

對策，以備不時之需。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內容傳遞網路, CDN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vector/vector-

icon-content-delivery-network-content-distribution-network-

cdn-with-server-

user_16845356.htm#query=CDN&position=3&from_view=sea

rch 

圖片說明：內容傳遞網路架構圖 

	
 

	
5	林妍溱(2020).	全球 200大 CDN發生 BGP劫持，Google、Cloudflare、Line皆被導向俄羅

斯。檢自：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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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第 2 篇】《資料法》與的資料治理策略 

《資料法》與歐盟的資料治理策略 

（羅心妤／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資料是一種非競爭的商品，類似於公共財：許多人可以同時存

取它們，並且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耗，而不會影響其品質或面臨供

應枯竭的風險。隨著資料量不斷增加，資料治理是一個深具潛力且尚

未開發的領域。 

《資料法》1的介紹 

《資料法(Data Act)》將確保工業資料在「充分尊重歐洲規則的

情況下」共享、儲存和處理。這將保障數位環境的公平性，刺激資料

市場的競爭性，開闢資料創新的機會，並使所有人都更容易獲得資料。

其提案包括： 

l 允許連網裝置的使用者訪問自身生成的資料，並與第三方共

	
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Data Act: Commission proposes measures for a fair and 

innovative data economy 檢自：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1113 (Aug.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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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以提供售後市場或資料驅動的創新服務。 

l 預防資料共享合同被濫用或權力失衡。《資料法》將保護中小

企業免受於談判中較強勢那一方的不公平條款影響。 

l 明定公部門訪問和使用私部門資料之特定條件，例如在洪水

和火災等公共緊急情況下。 

l 允許客戶在不同的雲端資料處理服務提供商之間有效切換，

並建立防止非法資料傳輸的保障措施。 

《資料法》完全符合並以《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規則為基礎。尤其適用於「資料可

攜性」的權利，該權利允許資料主體在提供競爭服務的控制者之間傳

輸資料。此法將加強「物聯網」的這一權利，以便消費者可以訪問和

移植產品生成的任何個人和非個人資料。 

《資料法》的生成背景：歐洲資料戰略2 

資料戰略的重點是將人放在開發技術的第一位，並建立一個單一

的資料市場，確保更多資料可用於經濟和社會，同時控制生成資料的

公司和個人。公民和企業將多方受益資料驅動的應用程式。例如：改

善醫療、降低公共服務成本、提高能源效率等。 

歐洲資料戰略旨在： 

l 資料「治理、訪問、重複使用」的相關立法。例如，為了公

共利益而要求企業對政府資料共享。 

l 透過高價值的公共資料集並允許免費重複使用，使資料更廣

泛地被利用。 

	
2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 檢自：https://digital-

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strategy-data (Aug.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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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開發資料處理基礎設施、資料共享治理機制，以蓬勃發展資

料共享，並聯合節能和雲端基礎設施。 

l 鼓勵資料處理服務的市場建立，並確立雲端規則的適用監管

框架，從而實現安全、公平和有競爭力的雲端服務。 

《資料治理法》於 2021 年 11 月由共同立法者同意，作為其資

料戰略的一部分。該法建立了促進公司、個人和公部門共享資料的流

程和結構，而《資料法》作為其延伸，澄清了誰可以從資料中創造價

值，以及在哪些條件下創造價值，是歐洲資料戰略的關鍵支柱。 

《資料法》的多方效益3 

在個人方面，消費者和企業將能夠訪問其裝置的資料，透過獲得

更多資訊，促使消費者能夠做出更好的決定，例如購買更高品質或更

可持續的產品和服務，為綠色交易目標做出貢獻。 

在企業方面，商業和工業參與者將擁有更多可用資料，並從競爭

性的資料市場中受益。服務提供商將能夠提供更個性化的售後服務，

同時也可以將資料結合開發全新的數位服務。例如：汽車或機械車主

可以選擇與保險公司共享其使用所產生的資料。這些資料來自多個使

用者，也可以幫助開發或改進其他數位服務，例如流量或事故高風險

地區。 

在政府方面，《資料法》旨在釋放私營公司在公共利益或特殊情

況下的資料價值，它將大幅改善循證決策，特別是對洪水和火災等危

機的有效和快速反應。例如，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來自行動網路運

營商的彙總匿名位置資料，對於分析病毒傳播的移動性至關重要，為

新疫情的預警系統提供資訊，並採取正確措施應對危機。 

	
3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Data Act – Questions and Answers 檢自：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2_1114 (Aug.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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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續方面，將提高商業和製造效率，應導致減少廢物、能源消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例如：物聯網裝置可以幫助農民分析實時資料，

就所需水資源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結語 

《資料法》釐清歐盟在資料處理的關鍵問題，包括：誰可以使用

和訪問生成資料的不明確；中小企業往往無法公平地與產業巨頭談判

資料共享協議；雲端和邊緣服務之間切換的障礙，以及無法有效整合

來自不同部門的資料。資料治理新規則將讓更多資料可重複使用，預

計到 2028 年將創造 2700 億歐元的額外國內生產總值，除此之外，

政策也兼容「歐洲人權價值」與「綠色交易等永續議題」。歐盟在資

料治理政策中洞察市場及權衡利弊的能力，值得各國政府借鏡。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資料治理, 資料法,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hands-

holding-up-colorful-letters-forming-word-

data_26677350.htm#query=data%20governce&position=34&

from_view=search&track=ais 

圖片說明：眾人使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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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第 3 篇】偏遠之星 Starlink 

偏遠之星 Starlink 
（吳幸芳／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外出使用行動網路、在家使用 WiFi，對於都市人來說已是家常

便飯，然而在地球上仍然有許多地方並沒有網路，甚至沒有訊號，最

顯著的例子為「高山」、「海洋」。SpaceX 公司所推出的一項計畫

「Starlink」，無論是在高山上還是大海中皆能連上網路。 

何謂 Starlink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為美國一家民營航太製造商和太

空運輸公司，Starlink1是由其所推出的一項透過低軌道衛星群（Low 

Earth Orbit，LEO），提供覆蓋全球的高速網際網路存取服務。雖然

現今大多數衛星網際網路服務都來自與地球距離約 35,000 公里的靜

止衛星，但 Starlink 是一個由多顆衛星組成，與地球距離約 550 公

里且覆蓋整個地球的網路服務。Starlink 網際網路的工作原理是在真

空中發送電磁波訊號，傳播的速度比光纜快許多，並且可以到達更多

	
1	SpaceX (no). Starlink 檢自：https://www.starlink.com/ (Aug. 1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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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根據 Ookla 2022 年第一季度報告顯示2，Starlink 過去一年在美

國以及加拿大增長近 58%與 38%，Starlink 在墨西哥的服務是北美

洲最快速的網際網路供應商，墨西哥的寬頻固網下載速度(40.07 

Mbps)遠低於 Starlink。Starlink 在歐洲的服務也勝於絕大多數歐洲

國家的寬頻網路，其中在立陶宛的下載速度最快，為 160.08 Mbps，

其次是比利時(147.85 Mbps)、斯洛伐克(146.25 Mbps)、克羅埃西

亞(136.00 Mbps)和奧地利(132.61 Mbps)。 

 

Starlink 之優點包含以下幾項3: 

1. 更快的網際網路 

SpaceX所提供的服務絕對比傳統的衛星快。Starlink 的

速度幾乎無法將其與傳統的衛星連接進行比較。 

2. 相對便宜 

Starlink 的價格合理，在農村和郊區之價格比有線和衛

星網際網路便宜許多。現今許多郊區消費者支付與城市居民

相同的價格，但所獲得的網際網路速度慢上許多。 

3. 廣泛的可用性 

無論身在何處，Starlink 都可以提供給每位客戶使用，

其網路覆蓋範圍廣泛，並提供從南極洲到海洋中央的快速、

	
2	Ookla (2022). Here’s How Fast Starlink Has Gotten Over the Past Year 檢自：

https://www.ookla.com/articles/starlink-hughesnet-viasat-performance-q1-2022 (Aug. 

13, 2022)	
3	Passwork (2022). How secure is Elon Musk’s Starlink? 檢自：

https://blog.passwork.pro/how-secure-is-starlink/ (Aug.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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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制的網際網路。 

Starlink 之缺點包含以下幾項4: 

1. 硬體安裝費用 

對於許多用戶來說，硬體安裝可能會成為一項問題，

Starlink 不提供使用其網路所需的設備安裝服務。因此，客

戶必須自行安裝設備或聘請專業人員花費額外的費用。 

2. 不方便攜帶 

與蜂巢式網路（Cellular network）相比，Starlink 相較

之下不便攜帶。Starlink 的天線設計不便於攜帶，雖然可以

安裝在房車或船的上方，但仍然不夠小，無法輕鬆攜帶。 

3. 服務穩定性取決於天氣 

衛星服務經常因雨水、風暴等天氣狀況中斷。 

Starlink 的近期應用與所遇問題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後，該國基地台

大多數遭到嚴重破壞，受創傷的倖存者無法與親友連絡5，Starlink 的

出現成為一條訊息生命線。烏克蘭空中偵察部隊也使用 Starlink，成

功擊毀許多俄羅斯坦克、行動指揮中心和其他軍用車輛的無人機。烏

克蘭的數位轉型部在戰爭開始前幾個月首次與 SpaceX取得聯繫，部

門顧問 Anton Melnyk 表示「Starlink 高階主管與烏克蘭數位部長

Mykhailo Fedorov 在 2 月底時對啟用該服務進行討論，幾天後俄羅

斯入侵，使得 Starlink 的服務因不同的原因變得有吸引力」。 

	
4 同 2。 
5	Wired (2022).	How Starlink Scrambled to Keep Ukraine Online 檢自：

https://www.wired.com/story/starlink-ukraine-internet/ (Aug.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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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 Starlink 的營運有其問題，Starlink 正在尋找大量新

客戶，雖然這種趨勢對 Starlink 來說是正面的影響，但對訂戶是極其

不利。許多客戶發現其連接速度6在過去幾個月裡隨著越來越多的用

戶連接到 Starlink 的衛星網路而嚴重下降。根據歐洲天文台、美國政

府等多家科學家機構，在太空探索核心期刊《天文物理期刊》通訊專

欄發表文章：〈SpaceX 星鏈衛星對史維基瞬變設備觀測結果的影響〉

（ Impact of the SpaceX Starlink Satellites on the Zwicky 

Transient Facility Survey Observations）7表示，觀察出史維基瞬變

設備（Zwicky Transient Facility，ZTF）在近兩年裡，共出現超過 5,300

條星鏈衛星軌跡，美國天文學會將此比做光汙染，對於觀星者而言明

顯汙染觀測主體。 

 

與 Starlink 相關的新服務 

夏威夷航空公司（Hawaiian Airlines）宣布8最早將於明年提供免

費的 Starlink 服務，往返於夏威夷群島與美國大陸、亞洲和大洋洲航

班上的每位乘客皆可使用高速、低延遲寬頻網際網路。Starlink 所提

供的服務吸引整個航空業的關注，夏威夷航空公司並不是唯一一家參

與 SpaceX談判的航空公司，達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目前正

	
6	 Input (2022). Starlink will be open to everyone in August — not that you'll want it 檢

自：https://www.inputmag.com/tech/starlink-will-be-open-to-everyone-in-august-not-

that-youll-want-it (Aug. 16, 2022)	 	
7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2022). Impact of the SpaceX Starlink Satellites on the 

Zwicky Transient Facility Survey Observations 檢自：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57897783_Impact_of_the_SpaceX_Starlink_S

atellites_on_the_Zwicky_Transient_Facility_Survey_Observations (Aug. 16, 2022)	
8	Hawaiian Airlines (2022). Hawaiian Airlines to Offer Free, High-Speed Starlink Internet 

Connectivity on Transpacific Fleet 檢自：

https://newsroom.hawaiianairlines.com/releases/hawaiian-airlines-to-offer-free-high-

speed-starlink-internet-connectivity-on-transpacific-fleet (Aug. 1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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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使用 Starlink 提供機載 WiFi 的可能性，最近也進行一些機上

測試。 

今年 3 月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通過「申請衛星

通信頻率公告」草案，NCC 表示將開放其中一區段與既有電信業者

協議使用，經過一連串申請與審驗後，才可提供服務，同時亦應落實

保障消費者權益及配合通訊監察等相關監理規定。未來用戶只需安裝

固定天線，即可接收衛星訊號使用衛星通訊服務。 

 

結語 

Starlink 透過低軌道衛星群，在真空中傳輸資料，提供覆蓋全球

的高速網際網路存取服務，無論高山或海洋甚至飛機上都可以存取。

根據 Ookla 2022 年第一季度的報告，Starlink 在各地的速度皆快於

寬頻固網速度。儘管 Starlink 有著許多優點：包含更快的網際網路、

相對便宜以及廣泛的可用性等，硬體安裝費用、不方便攜帶以及服務

中斷取決於天氣等都是其缺點。Starlink成為戰爭中通訊的重要元素，

但也有天文學家發現其星鏈衛星軌跡會嚴重影響到觀測品質，未來

Starlink 要如何從中取得平衡為一關鍵問題。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Starlink, 星鏈,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spacecraft-realistic-

background_26764891.htm#&position=0&from_view=undefined 

圖片說明：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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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第 1 篇】聯合國任命 IGF 領導小組：Who, What & How 

聯合國任命 IGF 領導小組：Who, What & How 
（梁理旋／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 副執行長） 

 

引言：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在 8 月 16 日宣布任命 10 

位高階專業人士為第一屆網路治理論壇領導小組（IGF Leadership 

Panel）成員，以實踐其所提出的「數位合作藍圖（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之規劃。 

網路治理論壇領導小組（IGF Leadership Panel）成立 

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在 8 月 16 日宣布任命 10 

位高階專業人士為第一屆網路治理論壇領導小組（IGF Leadership 

Panel）成員，以實踐其所提出的「數位合作藍圖（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之規劃。該小組也定位為具戰略性、賦權的

多方利害關係人團體，以支持與強化 IGF；也因此，小組的專家將會

處理戰略性及急迫性議題，並加強 IGF 後續可能行動，促進 IGF 討

論的影響力。 

這 10 名小組專家透過公開徵求提名而來，最後由聯合國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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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並平均分配於政府、私部門、技術社群、公民社會團體，以及

一般使用者等 5 類多方利害關係人作為代表。這 10 位領導小組成

員的任期為 2 年，更精準地說，是 2022~2023 年 IGF 期間。除了

這 10 位專家外，另有 5 名當然成員，包括 IGF 的多方利害關係人

諮詢小組（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MAG）主席、聯合

國秘書長的技術特使，以及 2021~2023 年三年的 IGF 主辦國代表，

依序為波蘭、衣索匹亞及日本。 

IGF 領導小組成員遭受批評 

在去（2021）年 11 月公開徵求小組成員提名時，就有公民團體

公開批評，新的領導小組將惡化 IGF 的階級意識，也背離了 IGF 成

立之際所主張的多元包容、鼓勵由下而上的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之初

衷，而領導小組所做出的決定也可能會凌駕更廣泛的社群觀點。在相

關論述中也強調，IGF 本是讓不同利害關係人平等聚集在一起討論與

網際網路有關公共政策議題的一種模式，也因此和其他制定規範或標

準的其他聯合國機構不同，IGF 應當更著重於過程，而不是結果，當

重點被放在領導小組上時，無助於擴大決策參者的基礎，反而讓領導

小組的決定有更高的可能性會成為決策者的政策偏好。 

今年 8 月聯合國於 Twitter 宣布小組成員清單的訊息回應中，

還包括對由政府發號施令全面封網的衣索比亞部長也入榜的不以為

然。喬治亞理工學院的 Milton Mueller 教授則再度發表文章認為，

聯合國因本身是個政府間組織，自然無法精準掌握由下而上多方治理

模式運作的概念，他更批評該份領導小組名單所提出人選是聯合國的

空降部隊，以為只要將五類型的利害關係人中各自指派相同數量的代

表即是多方模式。Mueller 教授更認為這些成員的指派是是社會影響

力、性別與區域平衡等因素考量後的結果，而非因為這些人士具有發

展成為全球集體行動的想法（當然，Vint. Cerf 除外）。在當前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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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政治與經濟交錯網路體制當，此小組無助於全球治理進展。 

IGF 領導小組成立宗旨 

曾 擔 任 聯 合 國  IGF 主 席 特 別 顧 問 的 外 交 基 金 會

（DiploFoundation）創辦人 Jovan Kurbalija 則提出領導小組應成

立的理由：解決 IGF 自 2006 年成立至今逐漸弱化的地位 。他描述 

IGF 在 2006 年成立之際，是唯一討論全球層級網路治理議題的場域。

但這些年來，國際上各式委員會、小組、論壇、倡議、聯合聲明等問

題解決機制如春筍般冒出，加上如資料保護、人工智慧及網路安全等

高關注問題亟待處理，不少技術組織也開始涉及政策討論。在此同時，

IGF 卻停滯不前，無法演進成為公民、企業與政府共同關注網路政策

議題的場域，探究最主要原因是，許多決策者不知道 IGF 為何？即

便知道 IGF，也多將之視為每年召開一次的會議而已。 

Kurbalija 認為 IGF 最獨特之處在於，其同時具備聯合國的內在

及全球社群的參與。IGF 更可作為所有政策制定者的單一入口，特別

是對於發展中國家或弱勢族群來說，可以不必花大量資源去關注不同

的國際倡議之討論。而領導小組在此過程中，可透過這些人士本身就

具備的聲譽，扮演「 IGF 銷售員」角色，擴大 IGF 的政策足跡。此

外，在當今數位技術跨越健康、貿易或環境等不同領域之際，領導小

組更可協助 IGF 與諸多不同的技術或商業社群進行介接。 

結語 

當然，IGF 的改革非一蹴可幾，領導小組也只是邁向進化版、亦

即所謂的 IGF Plus 的其中一環。其中，IGF Plus 是聯合國在 2019

年中所發佈「數位互賴時代」（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報告中所提出的建議：希望在原有 IGF 基礎上，透過設置如諮詢小

組、合作加速小組，來強化 IGF 所產出建議可實質運用於公眾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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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決策制定參考當中。 

目前我們尚不可知這些被指派的 15 位領導小組成員，將如何在

預計於 11 月底在衣索比亞召開的 2022 IGF 年會中（或後）發揮作

用，但至少一直以來引起不了太多國際媒體關注的 IGF 年會及其產出

（如 IGF Message），可藉由這群高知名度的代表們取得更多的關注，

並有機會將相關討論帶至決策者或政策制定者的眼前。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IGF, 數位合作藍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

photo/magnifying-glass-with-question-mark-focus-wooden-

background-concept-search-research-research-searching-

investigating-something_24246220.htm?query=who 

圖片說明：帶有問號的放大鏡，進而探索與研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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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第 2 篇】從國際法淺談網路攻擊之歸責疑義 

從國際法淺談網路攻擊之歸責疑義 
（林昕璇／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引言：網路攻擊是現代戰爭依附於網路空間的新興產物，其法律意涵

和責任歸屬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待解的難題，有待更多國際法理論予以

闡釋。問題在於，網路間諜活動與網路攻擊行為是否落入傳統國際互

助協議所職掌之跨國網路之刑事犯罪行為，仍有很大的可議空間，故

也加劇應由何人承擔起法律責任之歸責疑雲。 

網路攻擊概述 

網路攻擊是現代戰爭依附於網路空間的新興產物，其法律意涵和

責任歸屬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待解的難題，有待更多國際法理論予以闡

釋。 

據美國執法部門的聲明，中國國家安全部所掌控之公司海南仙盾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是似存有發動駭客侵入美國、柬埔寨、沙烏地阿拉

伯等國家的電腦，尋找敏感的政府資料之情事，此外尚存試圖獲取紐

澤西州一家公司的消防系統等意圖不甚明顯的網路間諜行為。問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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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路間諜活動與網路攻擊行為是否落入傳統國際互助協議所職掌

之跨國網路之刑事犯罪行為，仍有很大的可議空間，故也加劇應由何

人承擔起法律責任之歸責疑慮。 

「歸責」的思考圖像 

「歸責」（Attribution）一詞在網路安全涉及多種涵義。一般而

言，「歸責」指涉者乃係確定對網路攻擊或入侵應負責的實體。而所

謂應付擔責任之實體（responsible entity）之意涵界定上目前學說分

為三個層面：1.發動攻擊的機器；2.在機器後面執行攻擊的個人；以

及 3.指揮攻擊的個人或實體（individual or entity）。這三種面向看

似互為獨立，其實互有關連。網路法學者 Kristen Eichensehr 在其發

表之《The Law & Politics of Cyberattack Attribution》一文中指出

識別發動攻擊的機器此一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問題。從科技之角

度以觀，除了將攻擊歸責於一台機器之外，更為棘手的毋寧是確定指

揮或策劃攻擊的實體背後是否牽涉到政治和法律層面的隱藏成因。 

必須先予指出者，鑑於所涉及技術的匿名性，將網路攻擊歸因於

特定國家有其困難性。蓋儘管受害國最終可能成功地將網路攻擊追蹤

至另一國的特定伺服器，但總體而言相當耗時費日。倘若指揮網路攻

擊的實體是一個國家時，依循現行聯合國憲章及國際習慣法的規定，

一國能夠要求另一國對武裝攻擊的網路攻擊承擔法律責任，是受害國

在對責任國進行合法自衛時使用｢主動防禦（使用武力）」的權利的一

個重要樞紐。主動防禦包括攻擊侵略性電腦系統的電子設備，使該系

統無法行動，進而阻止網路攻擊。有鑑於網路攻擊在行為態樣的千差

萬別及隱匿性，以及聯合國安理會是否得以及時應對此類攻擊的不確

定性，國家之間透過行使聯合國憲章 51 條所定之自衛權，進而將最

初網路攻擊直接並最終歸因於另一個國家或該國直接控制下的代理

人的解釋方向，應是頗為合理的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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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對於網路攻擊的公開歸責模式 

近年來，美國政府對於日益猖獗的網路攻擊行為的歸責模式，根

據 Kristen Eichensehr 的研究，採取了四種形式分別為：（1）刑事起

訴（criminal indictments）（2）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s）

（3）科技警報（technical alerts）；（4）官方聲明或者新聞稿（official 

statements or press releases）。其中美國司法部負責處理涉及刑事

罪責之刑事起訴（criminal indictments）。美國政府第一次公開起訴

網路敵意行為可追溯至 2014 年，彼時賓夕法尼亞州西區的大陪審團

起訴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61398 部隊的 5 名成員，起訴書指控其違反

了聯邦《計算機欺詐和濫用法》《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

所處罰之包括共謀、未經授權進入電腦和造成電腦損壞罪名。以此對

於駭客攻擊（hacking）和合謀駭客攻擊(conspiring to hack)包括西

屋電器和美國鋼鐵在內的公司加以究責。 

美國使用的第二種歸責機制是實施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s）。制裁歸責是屬於財政部的職權範圍。2015 年發佈的第

13694 號行政命令建立了一個新的網路制裁制度，允許財政部長封鎖

「從事重大惡意網路活動（engaging in significant malicious 

cyber-enabled activities）」的個人財產，包括干擾重大基礎建設之

電腦和參與重大網路盜取商業機密。2016 年 12 月，歐巴馬政府修

訂該行政命令，將干預選舉納入其中。自此，美國政府迅速利用新的

權利去制裁並因此指控俄羅斯情報部門、四名俄羅斯情報官員和三家

公司干預了 2016 年選舉。 

美國政府使用的第三種歸責機制是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其機制乃透過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

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CISA）

發佈的科技警報（technical alerts）。警報旨在提供科技資訊，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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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大眾周知存在惡意軟體（malware），以幫助系統管理員防範惡意

活動。當科技警報指控之惡意活動背後的具威脅行為人是外國政府時，

就會出現以警報來歸責之情形。 

美國政府用以歸責外國政府的最後一種機制是發佈公開聲明

（issuance of public statements）或新聞稿（press releases）。例

如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和國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DNI）曾共同發表聲明，指摘 2016 年民主黨全國委員

會遭駭客攻擊的原因經調查後歸責於俄羅斯政府。在通常情況下，這

種透過發布新聞稿的歸責通常會是美國政府一系列歸責和回應行動

中的第一個行為，抑或作為美國政府發動後續司法追訴之預告行為。 

各國歧異立場加劇法規範整合之困難性 

值得注意者，除了對政府行為者追究法律責任外，各國尚且就與

歸責相關的證據問題試圖凝聚共識。其中，尤以 2015 年 U.N.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GGE)的聲明，包括巴西、中國、印度、

俄羅斯、美國和英國等獲致最廣泛的支持共識。上述位列 GGE 談判

回合的國家皆同意，在網路安全背景下，「對組織和實施針對國家的

不法行為之指控應有證據支持」（ accusations of organizing and 

implementing wrongful acts brought against States should be 

substantiated）。惟這份聲明並未精確釐清為成立系爭指控須達致何

種舉證責任的門檻和程度。 

Kristen Eichensehr 在前揭文章1中饒富深意的指出，中國、俄羅

斯和其他國家繼續提倡網路攻擊的指控必須有充足的證據予以證立

的觀點。從中美近年來網路空間的競逐以觀，中國和俄羅斯在接受指

控後，自然希望迫使指控國（accusing countries）儘可能揭露更多

資訊，蓋一旦揭露的證據和事實愈多，愈可能暴露美國的執法部門和
	

1	Kristen	Eichensehr,	The	Law	&	Politics	of	Cyberattack	Attribution	67	UCLA	L.	Rev.	5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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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部門平時因應這類介於政治與法律的灰色事務的情報來源和途

徑。此外中國、俄羅斯及其盟國也可能慮及若要求提供指控的證明歸

責方法（substantiating attributions）將因控訴成本提高而導致指

控國降低其訴諸公開歸責的意願。 

對於舉證責任的猶疑，展現在美國和英國向來主張國際法並不要

求揭露證據來支持指控的立場。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 Brian Egan 即

曾表示：「儘管有些國家提出了相反的建議，但在採取適當行動之前，

沒有任何國際法律提到有義務要揭露歸責所依據的證據。」這意味是

否舉證據以支持網路攻擊之舉證只是個政策選擇，而非來自國際法的

強行義務。這個立場鮮明地與上述中方與俄羅斯的主張站在對立面，

並且得到英國、法國與荷蘭的支持。 

不容諱言的，對於網路敵意行為的規則目前各國於舉證責任上存

在分歧。在《塔林手冊 2.0：適用於網路行動的國際法》（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2中，試圖重申適用於網路空間的現行國際法，各國在

法規範存在的問題上立場容有不同且存在模糊不清的界定空間。塔林

手冊提出的結論則是「儘管[提供證據]可能是為了避免政治和其他緊

張局勢，但當前仍欠缺足夠的國家慣行（State practice）和法律意見

（opinio juris）以獲致結論，證立此義務在國際法上存在既定性、強

行規定的基礎淵源。」前揭立場說明各國在對網路攻擊訴諸法律究責

之舉證責任的共識凝聚上，尚待更多的學說與理論填補空白。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網路攻擊, 法律歸責, 舉證責任, 塔林手

冊 

	
2	 INT’L	GRP.	OF	EXPERTS,	NATO	COOP.	CYBER	DEF.	CTR.	OF	EXCELLENCE,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Michael	N.	Schmitt	&	Liis	Vihul	ed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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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law-

concept-open-law-book-with-wooden-judges-gavel-table-

courtroom-law-enforcement-office-black-

background_16449154.htm#&position=14&from_view=undefi

ned 

圖片說明：法律概念圖-打開法律書籍，在法庭或執法辦公室的桌子

上放著木製法官木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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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第 3 篇】ITU 秘書長選舉結果對未來網路治理的意涵 

ITU 秘書長選舉結果對未來網路治理的意涵 
（梁理旋／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 副執行長） 

 

引言：國際電信聯盟（ITU）在羅馬尼亞首都 Bucharest 舉行 ITU 全

會（PP-22）期間，由全體成員國選出由美國所推派的候選人 Doreen 

Bogdan-Martin 擔任 ITU 的新任秘書長。在總數 172 張選票中，

Bogdan-Martin 一共獲得 139 張選票，也成為自 1865 年就成立的

百年老字號國際組織 ITU 的第一位女性秘書長。 

國際電信聯盟（ITU）新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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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羅馬尼亞首都 Bucharest 舉行 ITU 全會（PP-22）期間，由全體

成員國選出由美國所推派的候選人 Doreen Bogdan-Martin 擔任 

ITU 的新任秘書長。在總數 172 張選票中，Bogdan-Martin 一共

獲得 139 張選票1，也成為自 1865 年就成立的百年老字號國際組

織 ITU 的第一位女性秘書長。他的競爭對手是由俄國所推出的俄羅

	
1	https://pp22.itu.int/en/elections/elections-
results/?utm_source=miragenews&utm_medium=miragenews&utm_campaign=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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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前電信部副部長 Rashid Ismailov，在這場選舉中他只有拿到 25 

張選票。 

Bogdan-Martin 將接替現任在位 8 年的秘書長趙厚麟（中國

籍），預計在 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始任期 4 年 ITU 秘書長職

務。在此之前，他已在 ITU 工作近 30 年且為現任 ITU 轄下三大局

之一的電信發展局（ITU-D）局長。 

美國國務卿 Antony Blinken 也隨即發佈對 Bogdan-Martin 

之祝賀稿2，其表示選舉結果不僅是反映出 ITU 成員國對 Bogdan-

Martin 在領導力及數位賦權等發展願景上的認可，更象徵著 ITU 

已轉變成為更具包容性與代表性的組織。Blinken 除重申對新秘書長

的支持外，也強調未來美國在國際多邊治理場域的領導功能，並承諾

將與 Bogdan-Martin 共同為不能上網的 27 億人口努力。安全專

家 Anthony Rutkowski 也指出3，秘書長在 ITU 組織中扮演著重要

的協調與領導角色，而  Bogdan-Martin 也將為逐漸失去活力的 

ITU 注入新的熱情。 

ITU 的重要性 

ITU 的重要性在於，其是目前唯一處理電信與資訊網路的全球層

級政府間組織，其無線電頻譜的分配協調功能更為重要。因為秘書長

有機會影響 ITU 組織的優先事項和資金運用方向，在這次選舉中，

諸多國際主流媒體關注的是，這場由美國、俄羅斯推派代表競爭的選

舉，是西方民主國家的開放網路與威權國家政府控制網路，兩種截然

不同網路治理願景間的爭奪戰。即使從技術層面來看，網際網路關鍵
	

2	ANTONY	J.	BLINKEN(2022).	The	Election	of	Doreen	Bogdan-Martin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檢自：
https://www.state.gov/the-election-of-doreen-bogdan-martin-as-secretary-general-of-the-
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union/	
3	Anthony	Rutkowski(2022)	ITU	Secretary-General	Elect	Doreen	Bogdan-Martin.	CircleID.	檢

自：https://circleid.com/posts/20220929-itu-secretary-general-elect-doreen-bogdan-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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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分配與協調，從來就不屬於以政府為主要參與者的 ITU 職權

範圍，而是由非營利組織 ICANN 組織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來

運作；但是包括俄羅斯、伊朗、中國等國家則多年來一直尋求擴大 ITU 

職權範圍可涵蓋網際網路政策和基礎設施，並賦予政府更多權力來規

範網際網路的使用方式。 

《金融時報》的分析4中提到，這場競選戰是在國際對全球網際

網路逐漸分裂的擔憂下進行。技術社群和公民團體擔心的是，越來越

多國家政府把限制公民連網或取得網路資訊視為具正當性的行為。俄

羅斯殘酷對烏克蘭開戰，且將佔領地區的網路路由轉至俄羅斯電信、

在俄國境內實施網路監控等諸多措施，也為這場外交選舉活動蒙上陰

影。 

對未來的展望與挑戰 

Bogdan-Martin 的獲選，代表著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與地

區，不認同由上而下、由政府所掌控的網際網路治理模式，不過其獲

選也不代表威權體制國家網路控制願景的發展會就此打住。可以預見

的是，未來新任秘書長將持續面對此一挑戰，並設法從不同的競爭提

案中找出眾所期待的共通點與共識。 

在 Bogdan-Martin 於 ITU 全會的大會堂中發表的當選演講5

中，可感受到他接下此重責大任的兢兢業業，以及對 ITU 未來做出

變革性貢獻的熱切。面對著全球不斷升級的衝突、氣候危機、糧食安

全、性別不平等，以及 27 億無法上網人口等挑戰，Bogdan-Martin 

認為 ITU 所代表的產業所展現出的創新能力，是未來解決這些挑戰

的重要推力。他也承諾要建立更多夥伴關係，並提高 ITU 的透明度，

	
4	UN	elections	set	to	influence	how	nations	shape	the	internet	 	
https://www.ft.com/content/f06d4dbe-a739-4dee-bccd-3b091788f112	
5	Acceptance	speech	of	Ms	Doreen	Bogdan-Martin	
https://pp22.itu.int/en/itu_policy_statements/itu-sg-elect-doreen-acceptance-speech/	



641 
	

以證據為基礎來解決問題。他也提及未來將推動 ITU 成為更具創新

性的組織，團結包括國家政府、企業、大學等成員的力量，改善被排

除在網路之外人們的生活，創建出可讓下一世代穩定成長的環境。 

結語 

演講中令人動容處是，他提及激勵自己堅持的力量是他的 4 個

孩子，並多次強調當今在 ITU 場域中所做出的決定與活動都將影響

後代，而團結是必要且關鍵條件。要團結一群人已經不易，Bogdan-

Martin 要面對的是團結一百多個國家迥異的觀點與立場，分歧的發

生、理解與嘗試緩解會重大挑戰。 

同樣身為一位母親，我能體會到 Bogdan-Martin 對改變世界

現況的熱切（或為一種因焦慮轉換成而成的力量？），也期待 

Bogdan-Martin 能引領 ITU 與網際網路社群間有更多的互動與理

解，和緩對網際網路發展歧異願景，讓我們的孩子們，以及孩子的孩

子們，能繼續擁有當今我們所享有、並視為理所當然，可暢所欲言且

資訊自由流通的網際網路。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ITU 國際電信聯盟, 選舉, 網路治理願景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

vector/international-day-democracy-

design_9290076.htm#page=4&query=election&position=46&

from_view=search 

圖片說明：許多人都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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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第 1 篇】區塊鏈域名機制及潛力分析-以 Handshake 頂級域名為核心 

區塊鏈域名機制及潛力分析-以 Handshake 頂級域
名為核心 

（林紘宇／奧果區塊(Argoblocks)首席顧問、加密貨幣律
師） 

 

引言：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CANN）於 2022 年 4 月

27 日發布一份研究報告「Challenges with Alternative Name Systems」

分析區塊鏈域名(Handshake, ENS, UD)對當前域名系統造成的挑戰，

其中 Handshake 這項 DNS 根伺服器的「替代系統」（Alternative 

System）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網域名稱系統（DNS）是網際網路的電話簿，讓我們每天可以正

常使用網路、訪問網站的重要系統。域名就是一串人類大腦可以記憶

的一串字碼（如 Google.com）指向特定的伺服器 IP 位址，DNS 將

網域名稱轉換為 IP 位址，以便瀏覽器能夠載入網站。 

NFT(Non Fungible Token)熱潮帶來的數位資產概念，其實並非

全所未有，實際上，域名，可以說就是最古早的 NFT，而且具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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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是一套重要、有效率的系統，每天讓數十億人輸入網址，並

成功地將使用者導引到他們想要去的網站。而一直以來，始終有不同

的團隊、專案、開源項目，希望打造一個 DNS 的「替代系統」

（Alternative System），例如 Handle System, Onion System（洋

蔥 Tor 系統），但不是失敗告終，就是停留在特定領域/測試使用階段，

甚至有人開始認為，DNS 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系統，不需要改變，直

到區塊鏈域名出現，再次攪亂一池春水。 

ICANN 於 2022 年 4 月 27 日發布一份研究報告「Challenges 

with Alternative Name Systems」分析區塊鏈域名(Handshake, 

ENS)對當前域名系統造成的挑戰，其中 Handshake 這項 DNS 根伺

服器 的「替代系統」（Alternative System）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區塊鏈域名 

因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技術，帶來了網路傳遞價值的 Web 3.0 新

世界，人人擁有錢包，以及一串錢包位址（該錢包的公鑰），輸入錢

包位址，就可以將加密貨幣傳送給對方。區塊鏈網域，帶來的全新的

域名概念，簡單一句話解釋，就是將 IP 給寫到區塊鏈「鏈上」。 

首先 IP 的概念被擴張了，除了 IP 位址外，你的錢包位址，一樣

是人類難以記憶的，一樣可以透過域名來表彰。因此，區塊鏈域名，

就是把 IP 位址、錢包位址寫在區塊鏈鏈上，並由區塊鏈公鏈運行、

移轉的另類域名系統，其中目前贏面最大、也引起 ICANN 關注的有

二種：ENS (Ethereum Name Service )，以及本文要特別介紹的

Handshake。 

Handshake 引起我最多注意，並且讓我感到莫名興奮。我們知

道，頂級域名（.com/.io/.tw）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觸碰、擁有權利的，

這就像是一個神秘、受少數企業、單位掌控的特殊市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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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shake 要做的，就是讓頂級域名變成數位資產（廣義型態的

NFT），並且人人可以取得、使用、授權。 

圖 1：Handshake 圖示 

資料來源：https://learn.namebase.io/about-

handshake/about-handshake 

Handshake 的重要機制 

Handshake 就像是比特幣網路，是一種分散式帳本、任何人可

以加入成為節點的域名協議，每個節點都在進行驗證，並負責管理根

域名檔案（roots file）。過去這個權限是由 ICANN 單一機構負責。

（延伸： Handshake 協議） 

白話文來說，Handshake 協議透過繞開  ICANN、替換由

ICANN 組織掌管的 DNS 根檔案（Roots File）系統，透過區塊鏈協

議來運作根檔案（頂級域名）的管理。 

這做到一件事：你可以申請任何名稱的頂級域名（Top Level 

Domain Name, TLD），不須經過 ICANN 組織審核、繳交 18 萬美

元申請費，而是透過 Handshake 域名競標公開程序，來取得紀錄於

Handshake 區塊鏈帳本的頂級域名。 

頂級域名可以源源不絕出現，舉例而言，目前 HNS 上熱門的頂

級域名，都是一些很短、特定類別的「名詞」，像是「crypto/」、「wa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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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從 Handshake 的邏輯，你可以看到: exchange.crypto /、

your.wallet/、I. P 的網域出現，並且被使用於指向 IP 位址，及錢包

位址。 

Handshake 改變了什麼？ 

傳統的 DNS 網站解析流程，可以分成八大步驟： 

1. 使用者在網頁瀏覽器（Browser）鍵入「Shell.com」，DNS 遞

迴解析程式（解析程式，Recursive Resolver）接收。 

2. 解析程式查詢 DNS 根伺服器（Root server）。 

3. 根伺服器搜尋根檔案（root file）有關頂級網域（.com） 的 IP

位址，並回應解析程式。 

4. 解析程式向 .com 頂級域名伺服器（TLD Nameserver）發出

請求。 

5. 頂級域名伺服器使用.com 的 IP 位址進行回應。 

6. 解析程式將查詢結果傳送到次級域名伺服器（Subdomain 

Nameserver）。 

7. 接著 「Shell. com」 的 IP 位址從次級域名伺服器傳回該解

析程式。 

8. 解析程式傳送 IP 位址回應網頁瀏覽器。 



646 
	

圖 2：Handshake HNS 與傳統 DNS 比較 

資料來源：https://amentum.substack.com/p/the-

handshake-browser-reference-client 

Handshake 是一個類似比特幣的區塊鏈公鏈，但還是有其差異

性，首先每一個 Handshake「節點」（HNS node）有兩項重要功能，

改變了上述 DNS 八大步驟，並簡化為 6 步驟： 

1. HNS node 具備解析程式（Recursive Resolver）及根伺服器

（包括備份 Root file）的功能。因此，所有頂級域名的 IP 位

址電話簿，將同步儲存備份於 HNS 的分散式帳本內，而瀏覽

器只要透過 HNS node，可以直接接收頂級域名的 IP 位址，

取代上述步驟 2.及 3.，其餘完全相同。 

2. 換言之，對於整個 DNS 步驟而言，維持了 DNS 分層式訪問

架構（先訪問 TLD Nameserver、再訪問 Subdomain 

Nameserver），只是 Root Server 由 Handshake 區塊鏈節

點取代。 

這樣的改變可能嗎？ 

答案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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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目前瀏覽器的設計是內建（解析程式，Recursive 

Resolver），域名的核心，是要讓瀏覽器可以解析到 IP 位址。因此，

瀏覽器如果能夠解析到 Handshake 的域名（背後頂級域名的 IP 位

址），那麼就可以按照既有 DNS 的流程，解析到網站。 

現在有多種方式可以使用 Handshake 域名（詳細清單1），但

Handshake 網域仍不能直接使用在 Chrome 和 Safari 瀏覽器上，但

已經有部分瀏覽器已原生支援 Handshake 域名（如 Puma 

Browser2），並直接瀏覽 Handshake 區塊鏈域名網站。據瞭解，市

占率較具規模的 Opera 瀏覽器亦計畫於近期支援 Handshake 域名
3。 

從實際應用案例上，綜觀各大區塊鏈域名項目中，整體註冊量最

高的也是 Handshake，Handshake 至 2020 年 3 月才正式上線，

至今頂級域名的註冊數量已經突破 600 萬個，實際使用頂級域名（用

於指向某 IP 位址）的數量，也突破 10 萬個。 

圖 3：使用 Handshake 數據圖 

資料來源：https://www.namebase.io/stats 

	
1	https://learn.namebase.io/starting-from-zero/how-to-access-handshake-sites	
2	https://www.pumabrowser.com/	
3	https://blogs.opera.com/news/2021/12/opera-handshake-hns-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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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總結 Handshake 的兩大重點：	

1. Handshake 目標並非取代 ICANN，而是希望開放、透明化頂

級域名的註冊發放。 

2. Handshake 可以融入 DNS 系統、並正在被快速採用中。 

這也是為何，Handshake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ICANN, Handshake, 區塊鏈域名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

photo/blockchain-network-

concept_3061993.htm#query=blockchain&position=26&from

_view=search&track=sph 

圖片說明：區塊鏈網路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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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第 2 篇】淺談網路犯罪、網路戰與網路攻擊之分際線 

淺談網路犯罪、網路戰與網路攻擊之分際線 
（林昕璇／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引言：網路攻擊與網路犯罪的區分界線及法律評價，伴隨著網路活動

的日益蓬勃發展，逐漸發展為重要法律議題。但網路攻擊、網路戰與

網路犯罪三者間之概念內涵仍處於發展階段，因對於確切之界定範圍

仍存在些許模糊地帶，亟待釐清。 

網路犯罪側觀 

一、概述 

網路攻擊與網路犯罪的區分界線及法律評價，伴隨著網路活動的

日益蓬勃發展，逐漸發展為重要法律議題。但網路攻擊、網路戰與網

路犯罪三者間之概念內涵仍處於發展階段，因對於確切之界定範圍仍

存在些許模糊地帶，亟待釐清。 

雖然網路犯罪尚無完整明確界定，但現已存在一般性的定義為： 「任

何使用電腦、網路或硬體設備促成或實施的犯罪(any crime that is 

facilitated or committed using a computer, network, or har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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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相較於網路攻擊與網路戰，網路犯罪所涵蓋的範圍甚為

廣泛，涵蓋網路詐騙、線上盜版、線上散布兒少色情、入侵電腦

(computer intrusions)等。與網路攻擊不同，網路犯罪不以破壞電腦

網路為前提，且多數不以政治或國家安全為目的。 

二、網路犯罪之代表性行為態樣1 

1. 惡意軟件攻擊 

惡意軟件攻擊乃係網路犯罪分子透過惡意軟件攻擊計算機系統。

而使得受惡意軟件攻擊的計算機會被用於其他非法之多種用途目的。

其態樣包括竊取機密數據、使用計算機進行其他犯罪行為或對數據造

成損害等。惡意軟件攻擊的代表性案件當屬發生於 2017 年 5 月之

WannaCry 勒索軟件攻擊事件。當時網路駭客利用程式透過網際網

路對全球執行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的電腦進行攻擊加密型

勒索軟體兼蠕蟲病毒攻擊，涵蓋西班牙電信、英國國民保健署、聯邦

快遞和德國鐵路股份公司等總計 150 個國家、共 230,000 台電腦

受到波及影響，公私部門因此遭到駭客勒索支付比特幣贖金以重新獲

得訪問權限，並導致在全球範圍約 40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2. 網路釣魚(Phishing) 

網路釣魚活動係指發送垃圾郵件或其他形式的通訊，以誘騙收件

人做出破壞其資訊網路安全的事情。網路釣魚活動消息可能涵蓋指向

惡意網站的鏈接，或者透過垃圾郵件誘使郵件接收者回覆機密資訊。 

2018 年於俄羅斯世界盃期間瀰漫的「大規模網路釣魚詐騙」事

件，具有高度爭議。事實背景涉及駭客發送給球迷的電子郵件，此等

垃圾郵件試圖通過誘騙收件人得以免費前往舉辦世界杯的莫斯科來

	
1	What	is	cybercrime?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from	cybercrime.	檢自：
https://www.kaspersky.com/resource-center/threats/what-is-cybercrime	(2022.	Oc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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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導致誤點擊這些電子郵件中的使用者的個人數據被盜。另一種

網路釣魚活動稱為「魚叉式網路釣魚」，相較於大規模網路釣魚詐騙，

是更具有針對性的資訊安全危害行為，試圖誘騙特定個人危害他們服

務之組織企業的資訊安全。與大規模網路釣魚不同，魚叉式網路釣魚

郵件通常經過精心設計，例如，他們看起來像是來自 CEO 或 IT 經

理，使其看似像是來自可信來源的郵件，進而操縱網路使用者對網路

系統輸入不實資料或程式以達到網路詐欺之效果。 

3. 分散式 DoS 攻擊 (Distributed DoS attacks) 

分散式 DoS 攻擊 (DDoS) 則為駭客用以破壞計算機系統的典

型網路犯罪態樣。DDoS 攻擊通過使用標準通信協議之一向系統發

送連接請求的垃圾郵件，從而使系統不堪重負。進行網路勒索的網路

犯罪分子可能會利用 DDoS 攻擊的威脅來索要金錢。或者，當另一

種類型的網路犯罪發生時，DDoS 可能被用作分散注意力的策略。此

類攻擊的一個著名示例乃係 2017 年對英國國家彩票網站的 DDoS 

攻擊。網路駭客針對英國國家彩票發動 DDoS 攻擊。癱瘓彩票網站 

www.national-lottery.co.uk 及使其移動應用程式離線，進而導致英

國公民無法正常購買彩票，益彰顯駭客透過 DDoS 將為線上科技平

台的資安風險增添新的變數。 

網路犯罪、網路攻擊與網路戰之區辨 

從 Oona A. Hathaway, Rebecca Crootof 等學者所整理的彙整

清楚凸顯了網路戰、網路攻擊與網路犯罪三者各自應具備之核心內涵
2。從下表可知，第一、網路犯罪僅涉及非國家行為者所發動者為限。

再者、其必須以透過電腦系統進而違反刑事法律為前提。相較之下，

網路攻擊與網路戰則以側重基於國安或政治性目的，抑或者以影響層

	
2	Hathaway,	O.	A.,	Crootof,	R.,	Levitz,	P.,	&	Nix,	H.	(2012).	The	law	of	cyber-attack.	Calif.	L.	
Rev.,	100,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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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必須達到「武裝衝突」之程度且必須在武裝衝突的情境脈絡下發端，

始足當之。換言之，現代通訊的迅猛發展提供將傳統於實體法律場域

所發生的各種法律行為態樣，移轉於虛擬空間的契機與條件，但卻也

因此衍生諸多法律評價與概念解釋的灰色空間。 

圖 1：網路犯罪、網路攻擊與網路戰的區辨要素 

資料來源：Hathaway et al. 2012. 

圖 2：網路犯罪、網路攻擊與網路戰之聯集圖 

資料來源：Hathaway et al. 2012 

大多數網路犯罪不構成網路攻擊或網路戰(如圖 2 所示)。當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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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行為體的行為違反內國法或國際法而為犯罪時，這個行為只是網路

犯罪 (“An act is only a cyber-crime when a non-state actor 

commits an act that is criminalized under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aw.”)。Oona A. Hathaway, Rebecca Crootof 等學

者於《The Law of Cyber-Attack》一文中列出以下三項屬於網路犯

罪但非為網路攻擊的例子： 

a. 非國家行為體透過電腦網路，以政治或國家安全為目的，但不

破壞電腦網路。如因在網路上發表政治意義言論而犯罪、個人

出於政治性目的入侵銀行系統竊取資料。 

b. 非國家行為體透過電腦網路實行非法行為，且破壞電腦網路，

但非出於政治或國家安全之目的。如駭客破壞銀行系統以攫

取金錢利益。 

c. 非國家行為體透過電腦計算機從事非法行為，但不破壞電腦

網路的功能，也不以政治或國家安全為目的。如散布兒童色情

內容。 

如圖 2 所示，如同某些網路犯罪既非網路攻擊亦非網路戰，某些

網路攻擊既非網路犯罪亦非網路戰。以下兩種情況為在符合網路攻擊

的定義下，僅該當網路攻擊(cyber-attack-only scenario)： 

a. 國家行為體在非武裝衝突背景下所實施之未達武裝攻擊標準

之網路攻擊。如 2011 年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網站的攻擊。 

b. 非國家行為體所實施，未達武裝攻擊標準且不構成網路犯罪

之攻擊，原因可能為法律漏未規定或未使用基於電腦的手段。 

網路犯罪之行為主體必為非國家行為者，網路犯罪與網路攻擊之

重疊處發生在非國家行為體以政治或國家安全為目的，透過電腦網路

實施非法行為而破壞電腦網路時，若該行為上升至武裝衝突的程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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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構成網路戰。假設以一群人入侵美國國務院的伺服器，並出於對美

國政府的蔑視而將該伺服器關閉。非國家行為體出於政治性因素入侵

並破壞電腦網路，上述行為即同屬網路犯罪與網路攻擊。 

同理可證，網路戰必構成網路攻擊。圖 2 中網路戰與網路攻擊之

重疊包含兩種型態的攻擊： 

a. 第一類包含任何於武裝衝突背景下實施的網路攻擊，但不構

成戰爭罪或不使用基於電腦的方法，或兩者均無。 

b. 第二類包含國家行為體實施與常規武裝攻擊(a conventional 

armed attack)效果相當之網路攻擊者。該使用武力可能為適

法或不適法，但若行為主體係國家行為體，則不該當於網路

犯罪。 

結語 

揆諸實際，網路攻擊以及現有法律（戰爭法、國際條約、內國刑

法）的監管，戰爭法僅得於構成武裝攻擊或發生在武裝衝突背景下的

網路攻擊提供的框架，實已對於物聯網世界中伴隨而生的資訊安全的

法律規範體系構成挑戰。由 Oona A. Hathaway, Rebecca Crootof

等學者致力共著的《The Law of Cyber-Attack》一文從定義內涵的

角度，將固有學說始終難以明確切割的網路犯罪、網路攻擊、網路戰

做出如上文所討論之區辨要素及交集圖之切割，實有助於學理釐清長

久存在的概念上的混亂和模糊地帶。 

誠如學者積極呼籲應及早建立全新的、全面法律框架以更有效的

應對網路攻擊。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強權固然可藉由賦予內國刑法處理

網路攻擊的域外效力(extra territorial effect)、採取國際法允許的有

限度的反制措施處理戰爭法無法處理的網路攻擊。然而，從犯罪偵查

的角度觀之，有鑑於所謂網路犯罪往往具備身分隱密、證據難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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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以及跨國管轄的本質特性。因此僅仰賴各國之內國法實已無法周

延完整應對挑戰。在此基礎上，國際合作可謂提供國際間必須為網路

攻擊、網路犯罪及網路戰的定義達成一致、同時釐清概念涵攝上的混

亂，方得為資訊共享、證據蒐集和對涉案人員的刑事訴訟開展更廣泛

的國際合作，構築穩健發展之基礎。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網路犯罪, 網路攻擊, 網路戰, (非)國家

行為者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concept-

internet-security-network-technology-data-

security_31995082.htm#query=cyber%20crime&position=46

&from_view=search&track=sph 

圖片說明：網路安全網路技術數據安全的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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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第 3 篇】澳洲網路治理起源：談國碼頂級域 .AU 管理之發展 

澳洲網路治理起源：談國碼頂級域 .au 管理之發展 
（梁理旋／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副執行長） 

 

引言：澳洲的網際網路治理發展起始於，為管理其國碼頂級網域 .au 

所逐漸形成由私部門非營利組織進行自律的治理方式。國碼頂級域

（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ccTLD）的管理不只是 DNS 技

術課題，還是政治與經濟的爭辯。首先，ccTLD 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

網路識別名稱，由政府來統籌管理似也名正言順；再者是域名註冊量

擴張後，看似由少數人或組織所掌握的重要資源所涉及的商業利益越

來越高時，也因此受到更多的關注。 

澳洲的網際網路治理發展起始於，為管理其國碼頂級網域名

稱 .au 所逐漸形成由私部門非營利組織進行自律的治理方式。國碼

頂級域（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ccTLD）的管理不只是 

DNS 技術課題，還是政治與經濟的爭辯。首先，ccTLD 代表的是一

個國家的網路識別名稱，由政府來統籌管理似也名正言順；再者是域

名註冊量擴張後，看似由少數人或組織所掌握的重要資源所涉及的商

業利益越來越高時，也因此受到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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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回顧澳洲政府如何將澳洲 ccTLD 管理授權自一名學

者移轉至目前的註冊管理機構的經過，說明澳洲建立起當今以多方利

害關係人為基礎的網路治架構的起源。 

代表澳洲的網路名稱為何是 .au？由誰來管理？ 

在網際網路創始之初，架構在 TCP/IP 通訊協定上的連網電腦數

量越來越多，彼時參與網路發展的南加州大學教授 Jon Postel 為便

利管理，設計出利用網域名稱系統（DNS）來管理 IP 位址和域名間

對應的方式，來解決連網電腦 IP 位址難記的問題，並利用國際標準 

ISO3166 所定義的國家代碼來為每個國家命名其各自代表的 

ccTLD。在當時，包括澳洲在內的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有參與

此 ccTLD 要如何命名的決策過程，換言之，Jon Postel 如同網際網

路界的上帝為每個國家訂出了命名規則，並沿用至今。 

在沒有任何法源基礎下，代表澳洲的  .au 國碼頂級域也在 

1986 年由 Jon Postel 直接授權（delegated）給澳洲墨爾本大學的 

Robert Elz 教授個人，只因為 Robert Elz 與這群美國 DNS 架構的

研究團隊一樣同為早期的網路架構研究者且彼此認識。 

Robert Elz 在沒有商業利益的條件下，以自願性質提供並維

運 .au 的域名註冊服務長達 15 年。澳洲政府因域名需求激增及越

來越顯著的商業價值開始注意到 .au 的無政府狀態，也因此開始介

入，也終於在 2001 年 9 月，澳洲的國碼頂級域名 .au 又再重新授

權給目前的註冊管理機構 auDA。 

原來的 .au 管理者為何不再受青睞？ 

自 .au 授權給 Robert Elz 後，澳洲的網際網路應用經歷了大規

模成長，也大量增加了對 .au 域名的註冊需求；為滿足 .au 域名需

求，Robert Elz 又在 .au 名稱架構下創建了 11 種不同的第二層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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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包括：asn.au、com.au、conf.au、csiro.au、edu.au、gov.au、

id .au、info.au、net.au、org.au 和 oz.au 等。接著又為了紓緩超過

負荷的龐大註冊量，Robert Elz 陸續將這些第二層域名移轉給不同

的人或機構來協助管理，例如.edu.au 、.gov.au 在 1991 年移轉給

當今的 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管理；.net.au 在 1994 年

移轉給 ISP 業者 Hugh Irvine；而。其中商業利益最高的 .com.au 

移轉最具爭議性：1996 年由 Robert Elz 透過一紙合約將管理權交給 

Melbourne IT 公司。 

Melbourne IT 在獲得授權後於 1996 年 11 月啟用了新的域名

收費方式，原本希望針對 1997 年 3 月中旬前尚未支付費用的既有 

com.au 註冊人，得以註銷其域名所有權，此政策當然引發這些既有

域名持有者的反對。位於伯斯（Perth）的一家 ISP 業者在當時即代

表這些域名持有者提起了集體訴訟，而後聯邦法院也發出禁令要求

Melbourne IT 不得註銷這些域名。此一發展也成為澳洲網路治理從

學術領域邁向法律及商業領域的轉戾點。此外，當時大量域名註冊需

求在既有管理機構於技術營運面的不堪負荷，以及對完整域名管理政

策發展的期待，都動搖著既有的 .au 管理運作模式。當時的澳洲政

府、產業工會等團體都期待著可透過新的域名管理組織就 .au 域名

產業進行更穩健管理。 

另也參考 ICANN 在 2001 年 8 月所發布 IANA 有關 .au 重

新授權報告，儘管 .au 在 Robert Elz 個人管理下發展良好，但為

使 .au 發揮其未來潛力，其應由一個正式的、可對澳洲網路社群負

責的組織來管理。這也如同美國商務部於 1998 年提出網路政策白

皮書所指：「網域名稱越來越具有商業價值」，因此有關 DNS 政策和

結構的決策「不能由未正式對網路社群負責的實體或個人做出」。 

澳洲政府也因此成為第一個與 ICANN 建立正式關係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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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重新授權 .au 域名管理權移給澳洲政府正式認可的 auDA

組織。當時仍由通訊、資訊技術與藝術部部長負責指導澳洲的 DNS 

政策，並依 2000 年的電信法修正案保留對 DNS 監管的權利。澳

洲的域名產業也逐漸成為營運商業化且強調監管透明度的混合監管

模式的試驗場，在此試驗場中包括產業、消費者團體、傳統監管機構、

技術社群等積極參與其中，推動著域名產業朝向更可預測且客觀的監

管方向發展。 

auDA 接手.au 管理後的改變是好或壞？ 

在 auDA 接手.au 管理職責後，原本捆綁在一起的註冊管理機

構（registry）與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功能被切分開，域名註冊

服務產業也因此引入了競爭，註冊管理功能應當由哪個機構來提供服

務，也有機會採公開競標方式進行。倘若要衡量 .au 在重新授權後

的績效，包括域名註冊數量增加、域名拍賣收益、域名價格降低、加

值服務（例如網站託管等）的選項增多等，都有不錯的數據可具體呈

現。 

澳洲的 ccTLD 網路治理安排是採取類似公、私部門混合監管之

模式，政府將權力下放給 auDA，但仍保留重新授權 .au 的權利。

有分析認為 auDA 監管成功的原因是對受監管對象的重視，使得產

業願意積極參與監管決策且遵從決策結果。而 auDA 也成功運作了

數個由多方利害關係團體代表組成的政策小組，包括用戶及消費者社

群的觀點被納入 .au 政策考量中；這些小組成員則來自於廣泛社群，

具備技術、工程、電信政策、智慧財產權及消費者保護等專業的志願

者成員，大家共同訂出了受理註冊機構的行為守則等規則或政策。 

綜合來說，auDA 獲得澳洲政府的支持，卻又獨立運作於政府體

系；其職權來自於其作為 ccTLD 管理者的持續有效性，此有效性則

展現在基於多方利害關係人共識所產出的政策或行為守則，且獲得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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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受理註冊機構、域名經銷商等的支持。此也是目前可見、屬國家層

級的多方利害關係人網路治理模式的成功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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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國碼頂級網域, ccTLD, 澳洲網路治理, 

auDA, 域名註冊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white-

background-with-map-australia-

day_1011630.htm#query=Australia&position=24&from_view=

search&track=sph 

圖片說明：澳洲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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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第 1 篇】瀏覽器的演進史 

網路瀏覽器的演進史 
（莊舒歆／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2022 年網路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正式退役，進而思考從

古至今的網路發展，翻開歷史書，回顧瀏覽器的誕生與競爭，並認識

瀏覽器的架構演進。 

瀏覽器的誕生 

說到網路瀏覽器的起源，就一定要提到電腦科學家 Tim Berners-

Lee，身為網際網路之父的他，設計並建構了第一個瀏覽器

「WorldWideWeb」。為了避免與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混淆，後期改稱為 Nexus。 

Nexus 是當時瀏覽網際網路唯一的途徑，雖然被稱為瀏覽器，但

更準確的名稱應該是「瀏覽器編輯器」，當時並沒有料想到網頁的開

發會如此普及，考量到網頁設計也要有專屬介面供使用者使用，Tim 

Berners-Lee 與團隊為瀏覽網站設計了一套流程，用戶要依照固定程

序將 URL 放入，就製作出一個客製頁面。詳細的教學與體驗網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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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使我們更認識 Nexus。 

市占率競爭 

隨著開放的網際網路發展，許多瀏覽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較為

知名的就屬 1993 年大受歡迎的 NCSA （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 Mosaic 瀏覽器，由網路瀏覽器之

父 Marc Andreessen 開發，Mosaic 瀏覽器可說是幫助 Web1.0 發

展的大功臣，原本網際網路上寥寥無幾的網站，藉 Mosaic 操作直覺

的特性及吸引人的介面迅速擴展。 

Marc Andreessen隔年推出瀏覽器 Netscape，增加了許多功能，

使其全球市佔率高達 80%且持續成長，Netscape 立志為所有作業系

統的使用者提供跨平台的使用體驗。因此，微軟開始認為自家販售的

電腦要有預設瀏覽器，與 Spyglass 公司合作，該公司當時已高價收

購了 NCSA Mosaic 瀏覽器，名稱改稱為 Spyglass Mosaic。取得

Spyglass 的授權後，微軟以 Mosaic 基礎推出了 Internet Explorer

（IE）。 

個人電腦販售後，微軟作業系統預設瀏覽器都是 IE，使其市佔率

開始成長，而 Netscape 在推出更新版時，大幅度的強化 JavaScript

與其餘功能，導致穩定性變差，IE 順勢超越 Mozilla 公司的 Netscape。 

這場市占率之爭，讓後起直追的 IE 成為瀏覽器霸主，2003 年市佔率

更高達 95%1，而後期不斷更新 Netscape 再出售後，在 2004 年以

Netscape 原始碼推出 Firefox。2008 年 Google 推出 Chrome 瀏

覽器。在當時，IE 對各家瀏覽器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當時

	
1	Microsoft's	Internet	Explorer	global	market	share	is	95%	according	to	OneStat.com.	檢

自: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225175726/http://www.onestat.com/html/aboutus_pressb
ox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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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oogle 執行長也因此反對開發網頁瀏覽器2。但其他高層並沒有

放棄，基於 Firefox 開源程式碼推出了 Chrome，強調簡潔介面和速

度成功打出一片天。 

架構演進史 

看完了精彩的歷史故事，我們來探討網路瀏覽器程式架構的演進。 

l 單一程序（Single Process） 

單一程序代表每次只能處理一個功能。瀏覽器是由多個功能

模組組成，包括擴充功能、JavaScript 執行環境等，這多個功

能都放在同一程序內。意味著，如果有個模組損壞，瀏覽器就

無法運作了。除此之外，單一程序的瀏覽器每次使用後，沒有

辦法把記憶體完全清空，隨著使用時間增加，記憶體占用比

也會越來越高，瀏覽器就會出現卡頓情況。 

l 多程序（Multi Processes） 

Google Chrome 為多程序瀏覽器揭開序幕。為何 Chrome

出現時，瀏覽器霸主 IE 就此殞落？因為 Chrome 將需要運行

程式碼的執行緒（ thread）分別出渲染程序（Renderer 

Process）與擴充功能程序（Plugins Process）。當頁面渲染

或者擴充崩潰時，只會影響單一頁面或擴充功能；也不會影

響到瀏覽器的主程序，更重要的也可避免惡意擴充直接取得

用戶數據。 

目前的 Chrome 獨立出了更多的程序，獨立程序雖然能使我們有

更安全、更流暢的體驗，但同時越多的程序就需要越多的記憶體資源，

當我們開啟 Chrome 瀏覽器多個頁面時，可以注意到電腦的記憶體
	

2	 Steven	Levy	(2008).	Inside	Chrome:	The	Secret	Project	to	Crush	IE	and	Remake	the	Web.	檢

自:	https://www.wired.com/2008/09/mf-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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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比非常高。面對消耗記憶體的問題，2016 年 Google 以服務導

向架構（Services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概念3為設計目標，

持續更新優化 Chrome。 

結語 

瀏覽器的快速更迭，令人感嘆科技的日新月異。提醒了我們因著

許多人的無私付出，科技才能如此快速的進步。網際網路之父 Tim 

Berners-Lee 的發明，完全以公共財公佈，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使用，

造就了後續不論是瀏覽器普及和各式網路技術的蓬勃發展。早期瀏覽

器的開放原始碼，締造了現今的網路瀏覽器，供所有人學習與共享。 

網際網路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服務，瀏覽器更是電腦不可忽視的

工具，不論是一般使用者或網路開發人員，都需要珍惜所擁有的共享

資源，共同維護前人所打造的網路環境。瀏覽器的功能與可能性還在

不斷突破，演進的齒輪仍持續轉動著，就讓我們拭目以待未來的發展。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瀏覽器, 架構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colorful-

annoying-pop-ups-with-flat-

design_2713198.htm#query=browser&position=28&from_vie

w=search&track=sph 

圖片說明：多個瀏覽器視窗 

 

	
3	 John	Abd-El-Malek	(2016).	Chrome	Service	Model.檢自: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5I7sQyQo6zsqXVNAlVd520tdGaS8FCicZHrN0yRu-
oU/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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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第 2 篇】多重要素驗證的趨勢發展與分析 

多重要素驗證的趨勢發展與分析 
（羅心妤／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引言：近年來資安事件頻傳，在企業使用多重要素驗證增加網路安全

的同時，也成為駭客的主要攻擊目標。本文將介紹多重要素驗證的機

制與優勢，並講述近期的攻擊事件與應對方法。 

多重要素驗證1的介紹 

多重要素驗證（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MFA），又譯多因

子認證，是一種身分驗證的方法，它要求使用者要通過兩個或以上的

驗證要素後才能獲得授權。MFA 透過將使用者訪問權與多種因素結

合，讓常見的網路威脅變得難以成功，因此被認為是保護帳號與憑證

的最佳安全方法之一。目前主要的 MFA 身份驗證類型分別為： 

l 知識資訊（Something you know）：例如使用者名稱、密碼 

	
1 Seth Rosenblatt, Jason Cipriani (2015).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What you need to 

know (FAQ) 檢自：https://www.cnet.com/news/privacy/two-factor-authentication-

what-you-need-to-know-faq/ (Nov. 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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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持有資訊（Something you have）：例如獨立的裝置、身分

證、提款 

l 生物資訊（Something you are）：例如臉部辨識、指紋辨識 

l 位置資訊（Somewhere you are）：例如 IP 位址或地理資訊 

MFA 需要符合兩種以上「不同類型」的驗證方法，假設使用指紋

辨識與臉部辨識登入，則因為皆屬於「生物資訊」而不符合 MFA，最

熟悉的方式莫過於在 ATM 提款時需要放入銀行卡片（Things you 

have）與輸入提款密碼（Things you know）。 

MFA 的優勢 

1. 減少網路釣魚和身份盜用：MFA 需要兩種以上的驗證分法，使駭

客更難破解與發動攻擊。 

2. 對抗疲勞密碼：使用者為了方便記憶，會設置簡單、易猜測的密

碼，或是於不同帳號中重複使用相同密碼，在無形中增加了安全

風險。有鑑於此，許多應用程式開始規定複雜的密碼設置標準，

迫使密碼已不再是「Something you know」。MFA 的驗證機制

不僅可以防止密碼疲勞，也增加了安全緩衝，即使得到了使用者

重複的密碼，也無法通過第二階段認證。 

3. 簡化安全驗證過程：一次性密碼（one-time password，OTP）

通過簡訊或語音發送時間敏感、唯一且隨機的代碼，從而保護基

於 Web 的服務、私人憑證和資料。 隨著愈漸頻繁的線上交易， 

MFA 將安全性與應用程式的便利性結合，使客戶能夠簡化登錄，

同時保持高安全標準。 

意想不到的新攻擊法：MFA 疲勞攻擊 

雖然駭客可以使用多種方法繞過 MFA，但大多數都是通過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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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或是網絡釣魚攻擊。然而，一種運用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的新方法在近幾個月開始蠻橫地蔓延，那就是「MFA

疲勞攻擊」，亦稱為 MFA 提示轟炸。 

MFA 疲勞攻擊的第一步是獲取使用者的基本登入資訊，例如：

電子郵件和密碼。一旦攻擊者通過了第一個登入步驟，第二步便是反

覆傳送身份驗證確認訊息，希望另一端的人「按錯」或在訊息轟炸下

屈服。雖然 MFA 疲勞攻擊不能保證成功，但做為相對簡單的攻擊手

法，它可以很容易地規模化擴大攻擊範圍，加大成功的機率。 

駭客組織 Lapsus$運用類似手法在 2022 年攻破了微軟、思科、

Okta 和 Uber 等多家國際知名企業2。Lapsus$竊取的內容並非皆為

企業核心資訊，不會造成過大的實質虧損，然而由此風波所引起的「信

任危機」，其傷害將難以估計，此事件也讓數千家組織處於高度警戒

狀態。 

如何防止MFA 疲勞攻擊 

1.向客戶提供足夠的資訊、更改太過簡單的驗證要素3 

根據微軟的研究，大約 1%的使用者會在第一次嘗試時接受簡單

的批准請求。因此在驗證中增加「上下文資訊」來吸引使用者目光便

能降低「按錯」的機率。例如，在確認通知中放入 IP 登錄位置的地

圖資訊，有助於使用者了解登入的來源。此外，針對此類攻擊更有效

的方法是調整驗證方式，例如以輸入螢幕上的一次性密碼，以主動輸

	
2	VERGE STAFF (2022). Lapsus$ cyberattacks: the latest news on the hacking group 檢

自：https://www.theverge.com/22998479/lapsus-hacking-group-cyberattacks-news-

updates (Nov. 7, 2022)	
3	Alex Weinert (2022). Defend your users from MFA fatigue attacks 檢自：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microsoft-entra-azure-ad-blog/defend-your-

users-from-mfa-fatigue-attacks/ba-p/2365677 (Nov. 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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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內容替代被動按下選項。 

2.增加認證時的限制4 

MFA 疲勞利用了「人性」在 MFA 的關鍵弱點，因此只要在登入

時設立一些機制便能防範。例如：限制使用者的嘗試驗證次數、增加

時間限制，便可以有效制止疲勞攻擊。 

3.緩解登入疲勞-零信任、零密碼 

除了源於駭客惡意訊息轟炸的「疲勞」，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頻

繁收到驗證通知也會造成警覺性「疲勞」。擺脫欺詐性提示的關鍵步

驟將是迎接「零密碼」，若是密碼不存在，便不會出現盜取密碼後的

MFA 疲勞攻擊。科技巨頭 Apple、Google 和 Microsoft 在今年五月
5(2022)承諾擴大對 FIDO標準6的支持，以加快無密碼登錄的可用性。 

結語 

隨著快速攀升的網路攻擊數量以及層出不窮的重大資訊洩漏事

件，資訊安全的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在開發新服務或新產品的同時，

如何降低其中的資訊安全風險儼然成為重要的考慮因素。 

企業可以採用雙管齊下的做法，一方面教育使用者資安知識，例

如：如何應對攻擊；另一方面設計兼具簡單快速及安全穩定的驗證方

式，抑或是讓產品採用更安全的機制。然而，完美的傳輸機制或安全

	
4	 Joe Köller (2022). MFA Fatigu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New Hacking 

Strategy 檢自：https://www.tenfold-security.com/en/mfa-fatigue/ (Nov. 7, 2022)	
5	PRESS RELEASE OF APPLE (2022). Apple, Google, and Microsoft commit to expanded 

support for FIDO standard to accelerate availability of passwordless signins 檢自：

https://www.apple.com/newsroom/2022/05/apple-google-and-microsoft-commit-to-

expanded-support-for-fido-standard/ (Nov. 7, 2022)	
6	FIDO Alliance Specifications Overview (2022). 檢自：

https://fidoalliance.org/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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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不可能存在，企業必須透過不斷消除網路安全鏈中的關鍵弱點或

已知問題，來探討出更合適於環境的新做法。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多重要素驗證, 資訊安全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two-

steps-authentication-2fa-concept-2023-verification-code-

with-key-icon-smart-phone-screen-hand-with-laptop-

validate-password-page-identity-verification-cyber-security-

technology_31924798.htm#query=two%20factor%20authentic

ation&pos ition=10&from_view=search&track=sph 

圖片說明：使用雙因子認證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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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第 3 篇】健康資料的使用條件：歐盟個資保護機關意見與台灣現況 

健康資料的使用條件：歐盟個資保護機關意見與台灣
現況 

（周冠汝／台灣人權促進會數位人權專員） 

 

引言：日常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紀錄運動與健康狀態，生病時就醫留下

的資料和醫療影像，電子化及雲端服務讓健康資料更容易被儲存及分

享，健康資料被用於個人未同意或難以控制的情境也數見不鮮。 

日常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紀錄運動與健康狀態，生病時就醫留下的

資料和醫療影像，電子化及雲端服務讓健康資料更容易被儲存及分享，

健康資料被用於個人未同意或難以控制的情境也數見不鮮。世界醫師

會於 2016 年修訂通過《台北宣言》，確立醫療人員蒐集建立的健康

資料庫應遵循的倫理原則，其中涵蓋有效同意的要件、資料治理措施、

個人可要求撤回資料，及可不受報復地取消同意等權利。台灣超過二

十年來的健保資料目的外利用，也在今年迎來憲法法庭判決。 

而在經由 app 或網頁蒐集的健康資料途徑中，近年也陸續出現

個人敏感資料遭分享給第三方的例子。根據數位人權團體隱私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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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y International）於 2019 年的調查顯示，其所分析的法國、

德國、英國的 136 個熱門心理健康網站，超過七成含有行銷目的的第

三方追蹤器；其中更存在將憂鬱症測驗的回答與結果分享給第三方的

網站。今年，在美國推翻保護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後，Mozilla 仍在多款懷孕、月經週期 app 中，發現蒐集大量個資並

廣泛分享的情況。 

歐盟個資保護機關如何看待健康資料？ 

歐盟資料保護委員會（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與歐盟個資保護監督機關（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EDPS）今年公布針對「歐洲健康資料空間」規範提

案的聯合意見書。意見書指出，保健 app 以及數位健康應用程式

產生大量日常生活的資料，其中具有推論出更多個人資訊的可能，

比如飲食習慣可能透露宗教信仰；另一方面這些應用程式的資料

品質並不如醫療器材，將這類資料用於診療照護，可能引發診療不

平等的風險。因此 EDPB 與 EDPS 建議，排除保健、行為等應用

程式產出的資料從事二次利用，不輕易將此資料與醫療資料連結。

若政策制定者欲保有原先設計，必須強化個人可決定是否同意二

次利用，以及保健應用程式產出的哪些資料可分享。 

不同於原始蒐集資料的用途，二次利用意旨將資料用作有別

於最初蒐集的目的。比如促進研究、協助政策制定都是健康二次利

用的常見用途。EDPB 與 EDPS 指出，「歐洲健康資料空間」規範

中的二次利用目的不夠明確，並建議應進一步闡述各項二次利用

目的，並將之限縮在與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全具有實質關聯的部分。

目前政策制定者的提案中，只要合乎發展產品或服務、訓練演算法

或應用服務「有助於」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全，即可使用電子健康資

料從事二次利用，目的太過寬泛。在二次利用的資料最小化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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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規定不清的情況。 

關於誰可以取用健康資料，EDPB 與 EDPS 認為不應無差別給

予所有「健康領域專業人員」權限，因此類別定義涵蓋多項不同職

業與責任。EDPB與 EDPS建議，應就執行特定任務所必要的範圍，

來界定誰有權限使用健康資料。 

由於政策制定者的提案中出現原創名詞「非個資的電子健康資

料」，EDPB 與 EDPS 在意見書中強調，實務上結合「非個資」資料，

可能推論出個人資料，從而提升個人被識別的風險。尤其是處理健康

資料。 

台灣健保資料目的外利用的挑戰 

說起「非個資的健康資料」，台灣曾在 2020 年發生健保署將 350

萬死者健保資料歸戶後，存放到企業平台的事件，並計畫進一步開放

給產業利用。當時對於死者健保資料不是個資的解釋為，個資法僅保

護自然人，而逝者資料自不在保護範圍。然而，健保資料一定程度涉

及病史等於親屬有關、可間接識別在世者的資料，在此解釋下，仍應

屬於保護範圍。再加上在缺乏其他法律的規範下，健保資料在個人過

世時，原始蒐集目的已消滅，也不存在開放給他人利用的基礎。 

同樣缺乏明確法律授權與規範目的外利用的情形，也出現在

2019 年衛福部公布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試辦要

點〉，越過當事人同意，也未有事後退出設計，逕行將醫療影像資料

供產業利用。 

台灣超過二十年涵蓋全人口的健保資料庫目的外利用，也在今年

八月憲法法庭判決中宣告違憲。依照判決，健保署須在三年內完成修

法或制定專法，規範將健保資料對外提供的範圍、目的與監督措施。

若三年內未完成修法，個人可依判決要求停止資料目的外利用。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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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的是，判決並未明確說明，在修法的三年間，已然侵犯資訊隱私權

的違憲行為可以如何降低損害。健康資料有助於精準醫療、人工智慧、

大數據等研究，那麼資料治理的腳步也應跟上，尊重資訊自主，完善

個資保護制度，以合乎憲法保障基本權的方式，取得正當的研究成果。

資料利用的信任來自個人可控，免於資料剝削並整體淪為「個資農奴

制」的門檻，是健保資料乃至健康資料利用將處理的課題。 

本文內容純屬筆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 TWNIC立場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健保個資, 資訊安全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

photo/medicine-doctor-icon-health-care-virtual-interface-

patients-come-

hospital_29162529.htm#query=health%20information&positi

on=5&from_view=search&track=sph 

圖片說明：醫院擁有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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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第 1 篇】人工智慧治理思維演變、近期發展與課題 

人工智慧治理思維演變、近期發展與課題 
（郭戎晉／南臺科大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引言：人工智慧就字面意義而言泛指「非人類（機器）所表現的智慧」，

在人工智慧關聯技術及實務應用持續推陳出新下，主要國家也高度關

注人工智慧發展帶來的正反效益，並積極思考人工智慧應有的治理模

式與可行監管作法。 

光與影併存的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就字面意義而言泛指「非人類（機器）所表現的智慧」，

人工智慧最常見的迷思，便是被誤解為屬於單一技術概念，然而人工

智慧並非單一技術，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表明人工智慧是眾多技術的結合運

用，並被廣泛使用於諸多領域。在人工智慧關聯技術及實務應用持續

推陳出新下，主要國家也高度關注人工智慧發展帶來的正反效益，並

積極思考人工智慧應有的治理模式與可行監管作法。 

人工智慧治理思維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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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外顯」技術到「內在」技術 

根據 WIPO 的定義，人工智慧涉及的重要技術至少包括下列六者：

1、機器學習；2、邏輯程式設計：3、模糊邏輯；4、概率推理；5、

本體工程；及 6、功能應用關聯技術，諸如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

語音處理等。 

上揭技術可概分為「外顯」與「內在」兩類概念，多數人對於人

工智慧的認識，具肉眼可見的「外顯」應用扮演重要角色，包括自駕

車、無人機與醫療 AI 器材在內，人工智慧對一般民眾來說不再只是

曾經聽聞或想像中的概念，而是真實出現在你我眼前，並擔心此等應

用可能對民眾帶來的危害。因此早期針對人工智慧展開的規範討論，

自然而然地聚焦具可見外觀的人工智慧具體應用態樣。 

二、由「管制性」行業到「不限」行業別 

上述外顯應用大抵由管制性行業推動，PwC 曾在 2017 年指出人

工智慧發展潛力最為顯著的前三名業態，分別為醫療照護、交通運輸

及金融服務，全數為管制型行業。管制性行業顧名思義指基於行業立

法，有著經營資格的要求或限制條件，因此早期針對人工智慧展開的

規範討論，大抵是直接在行業固有立法基礎上進行討論。 

但當人工智慧應用逐步深入各個行業別，同時人們對於人工智慧

的關注不復侷限於外顯應用，進一步探討底層技術如演算法所帶來的

相關風險時，由於存在此等風險的行業領域不以管制性行業為限，在

不必然存在既有立法的前提下，也促使各國開始思考有無制定規範專

法的必要。 

三、由全然「自律」開始加入「他律」機制 

人工智慧治理早期環繞自律機制展開，2014 年日本人工智慧學

會設置了倫理委員會並發表「人工智慧倫理指引」，國際電機電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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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學會（IEEE）也在 2016 年提出「人工智慧道德設計準則」，均強

調希望透過「自律」方式，使得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及具體應用獲得

適當約束。在此一思維下，包括 GAFA 以及 IBM、DeepMind 在內

的科技巨擘也紛紛提出本身的人工智慧自律規範，並嘗試發展自律監

管工具。 

產業引領的自律機制/軟法方案（soft law）雖有助於彌補人工智

慧發展初期的監管真空（regulatory vacuum）問題，在人工智慧持

續衍生過往未見的新興風險下，仍促使各國監管機關思考制定相應的

法律規範。Google 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的執行長 Sundar Pichai

亦在 2020 年 1 月親自撰文，表示商業公司不能急於發展人工智慧技

術，卻僅依賴市場力量來決定如何使用此一嶄新科技，來自公部門的

監管規範仍有其必要性；Pichai 認為對於人工智慧此一嶄新應用領域，

政府仍有需要在充分考量成本及效益的前提下，建構全新而適當的監

管法規。 

人工智慧監管發展最新趨勢 

一、由道德層面逐步聚焦「可解釋性 AI」及「負責任 AI」 

2018 年輪值 G7 集團主席的加拿大，開始倡議人工智慧全球監管

合作。2019 年 5 月加拿大提議仿「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成立「人工智慧專門委員會」（IPAI），同時發布「國際人工

智慧小組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PAI），揭櫫參與國家所應承諾

及遵循的十款共同價值。在此同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著眼人工智慧監管問題，也在 2019 年 5 月發布「人工智慧建議書」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commendation），提出了五項「人工智

慧基本原則」，包括：1、包容性成長、永續發展與福祉；2、以人為

本的價值觀和公平；3、透明度及可解釋性；4、穩健與安全；以及 5、

問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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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主要國家共通重視人工智慧帶來的挑戰，上述的人工智慧小

組於 2020 年 6 月更名為「人工智慧全球夥伴聯盟」（Global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PAI），並與 OECD 所作討

論整合，正式架構於 OECD 之下。無論是 IPAI 闡述的共同價值或

OECD 提出基本原則，國際上針對人工智慧的治理，已由相對寬泛的

道德層面，聚焦於諸如「可解釋性 AI」及「負責任 AI」等相對明確

之議題。 

二、主要國家開始思考人工智慧立法的必要 

在人工智慧治理輪廓愈發明確下，各國更是積極思考以立法方式

強化監理之合適性。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 2018

年便已確定了歐洲人工智慧的發展願景，提出包括：1、增加針對人

工智慧的公私部門投資；2、著眼社會發展預先作好準備；以及 3、確

保適當的道德和法律框架等三大願景。為推動及落實上述願景，歐盟

執委會成立「人工智慧高級專家小組」並在 2019 年 4 月發布「可信

賴人工智慧道德指引」（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2020

年更進一步提出「人工智慧白皮書」（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表明歐盟將以「風險基礎管制模式」（risk-based 

approach）研訂人工智慧監管專法。 

相對於歐盟表明制定監管立法勢在必行，美國則是以務實角度思

考立法之必要。依據 Stanford 大學發布的 AI Index 2022 報告，全

球主要國家通過的人工智慧立法，2016 年時僅有 1 件，2021 年全

球則通過 18 件關聯立法；若以 2016 年至 2021 年累計通過的立法

進行分析，美國更以 13 件立法居首。然而前揭 13 部立法大抵為部

門立法或州法，隨著整合性聯邦立法倡議湧現，美國也持續討論如何

在人工智慧發展與監管上取得衡平。 

美國總統川普在 2019 年 2 月簽署行政命令啟動「美國 AI 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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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AI Initiative），美國 AI 倡議提出的六大目標中，包

括應當制定必要的監管指南。白宮在 2020 年 11 月正式發布「人工

智慧應用監管指南」（ Guidance for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提出美國聯邦機構在制定人工智慧應用

立法時，應當納為考量的十項基本原則，包括「風險評估與管理」、

「公平和非歧視」及「公開與透明」等重要要求。另一值得留意其後

續發展的文件，則是白宮於 2022 年 10 月公布的「人工智慧權利法

案藍圖」（Blueprint for an AI Bill of Rights），白宮提出：1、建立安

全有效的系統；2、保護民眾免於演算法歧視；3、維護資料隱私；4、

自動化系統運作之透明化；以及 5、保障退出權利在內等五項人工智

慧應用監管基本原則，後續有無可能基此進一步發展為聯邦層級的人

工智慧監管專法，殊值持續關注。 

三、歐盟已提出立於風險管制模式的全球首部「人工智慧監管專

法」 

歐盟執委會在「人工智慧白皮書」中表明將立於「風險管制」基

礎，研商制定一體適用的人工智慧監管專法。經過廣泛討論與意見徵

詢，歐盟執委會在 2021 年 4 月正式提出「人工智慧規則（草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期藉由制定全球首部全面性監管立法，

使歐洲達成其所揭示的「值得信賴的人工智慧之全球樞紐」此一重要

目標。 

草案將人工智慧應用系統具體區分為四個風險級別：1、無法接受

的風險（Unacceptable Risk）；2、高風險（High Risk）；3、有限風

險（Limited Risk）；4、最小風險（Minimal Risk），並根據風險級別

的高低設定其受到的規範程度。若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系統將導致

「無法接受的風險」，依草案設計將完全禁止此等應用；被認定為「高

風險」時，則應遵守草案所訂下之嚴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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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另以務實觀點推動「人工風險管理架構與管理標準」 

美國向以務實立場思考人工智慧的發展與監管，美國國家標準暨

技術研究院（NIST）為助益公、私部門有效管理人工智慧帶來的相關

風險，於 2021年 7月宣示將研擬「人工智慧風險管理框架」（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AI RMF），2021 年至

2022 年 NIST 陸續發布 AI RMF 草案與其修正版本。 

AI RMF 表明如何識別、減輕及最小化涉及人工智慧技術的風險

與潛在危害，將是各界開發可信賴人工智慧系統及其負責任使用上的

重要步驟。在風險識別的基礎上，AI RMF 進一步建構人工智慧風險

治理架構與管理標準．並提出以治理（Govern）、路徑（Map）、量

測（Measure）及管理（Manage）為核心的風險管理架構設計。依

據 NIST 公布資訊，NIST 預計在 2023 年上半度正式發布 AI RMF 1.0

版本，從產業發展角度而言，AI RMF 更富實務操作可行性，其所生

影響或將較監管立法更為深遠。 

結語：人工智慧監管推動仍面臨嚴峻課題 

當前主要國家咸認同人工智慧確有必要進行適當監管，然而人工

智慧監管工作的推動卻也面臨數道難題，包括難以直接援引既有的監

管經驗、監管創新動能落後於人工智慧技術創新，以及最為關鍵的「無

法有效衡量人工智慧衍生風險」。而包括人工智慧在內，歷來著眼技

術發展提出的監管立法，也往往面臨著：1、如何跟上技術進步；2、

如何在促進技創新與保護基本權利和價值之間取得平衡；3、監管方

向係應順從社會多數共識抑或應反其道而行；以及 4、如何平衡手段

的有效性與合法性等爭議。 

David Collingridge 在 1980 年提出「科林格里奇困境

（Collingridge Dilemma）理論」，其是指前瞻技術可能出現的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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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在技術發展前期往往難以預測，在無法獲得所生影響的必要資

訊下，我們可以控制卻不知該控制什麼；當創新技術已在市場上佔有

穩固地位，即使其所生影響隨著技術的發展而逐漸明朗，我們知道該

控制什麼卻已陷入難以控制之因境。 

就現況而言，各國已跨越早期以道德倫理層面為主的治理討論，

逐步聚焦人工智慧的可解釋性與問責課題，近期更進而確定人工智慧

監管的主要目的在於有效解決人工智慧系統衍生之相關風險。惟無論

採取何種監管手法與所設定的監管強度為何，如何避免人工智慧監管

推動落入「科林格里奇困境」，著實重要並值得國內各界深思。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人工智慧監管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vector/artificial-intelligence-

logo-icon-vector-symbol-ai-deep-learning-blockchain-neural-network-concept-

machine-learn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

ai_16254464.htm#query=AI&position=42&from_view=search&track=sph	

圖片說明：人工智慧字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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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第 2 篇】雲原生之軟體安全韌性 

雲原生之軟體安全韌性 
（潘育群／華碩雲端數位專型事業處） 

 

引言：IT 產業在 Covid-19 讓 IT 流程自動化加速進行之下，製造業

系統和服務業上雲都是勢在必行。遠距視訊會議、同儕共同協作機制、

產線自動化機制、IT 程序遠端監控與除錯等等，這些機制都讓「數位

轉型」的策略，由過去謹慎的評估，搖身一變成為企業永續經營的關

鍵抉擇。 

應用服務的「微服務化」及「容器化」 

Covid-19 讓 IT 流程自動化加速進行，防疫政策導致企業必需分

地、分流工作，在過去自動化能力不足的公司，更面臨了停工、缺料

的風險，嚴重一點甚至會導致公司倒閉。IT 產業在這樣的變局之下，

製造業系統和服務業上雲都是勢在必行。遠距視訊會議、同儕共同協

作機制、產線自動化機制、IT 程序遠端監控與除錯等等，這些機制都

讓「數位轉型」的策略，由過去謹慎的評估，搖身一變成為企業永續

經營的關鍵抉擇。如果僅靠企業內部有限的 IT 人力資源，通常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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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滿足企業營運需求，這時候仰賴可靠與穩定的雲端服務，就是一

個最佳選擇，在過去幾年，企業其實已經加速上雲的進度，同時仰賴

雲端服務協助監控效能與維護架構。 

但是否僅將在地端機房的服務直接搬遷到公有雲就足夠呢？原

本的程式碼架構，是否能隨著工作負載增加，提升基礎架構即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的資源，當尖峰負載降低時，

減少 IaaS 資源的使用，達到用多少付多少（pay-as-you-go）、兼顧

成本與服務最佳化的目的呢？很顯然地這些問題，都因為傳統穩態式

的程式碼架構相對的巨大而不可切割，導致服務不具敏捷擴充性，在

資訊安全更新或者功能迭代上都面臨了實際上的困難，為了克服此一

挑戰，目前在積極發展中趨勢是將應用服務「微服務化」以及「容器

化」。 

雲原生（Cloud Native） 

由於為雲而生的基礎環境設計逐漸地受到重視，雲原生（Cloud 

Native）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蓬勃的發展，過去的十年是雲端運算發展

起飛的黃金十年。專注在傳統基礎架構（IaaS）雲服務上，未來十年

的重點是雲原生基礎架構、微服務（Micro Service）、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以及因為高速 5G 網路串聯 IoT 設備

讓行動邊緣計算（Mobile Edge Computing，MEC）茁壯的時代。

雲原生是爲雲而生的新一代應用和資源架構模式，進一步減少企業研

發成本的同時，也可以避免因為業務擴容需求，導致應用服務中斷的

副作用。另一方面，隨着企業持續因為數位轉型，需要收集大量數據

分析，也必須提供應用程式開發者更好、更敏捷的開發方式。在雲原

生快速發展的趨勢下，未來數年將是業務領銜，直接要求應用的雲端

計算資源，運用無伺服器的觀念（serverless），將 IT、AI 算力直接

提供至客戶端，隨著萬物互連成爲可能，提供更即時與智能的 IT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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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給客戶，這將導致新的 IT 數據處理架構不斷的演變，引領雲原生

時代的來臨。 

過去穩態式的 IT，強調安全、穩定與性能，如資訊系統管理

（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 ERP ）、 製 造 執 行 系 統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MES）、業務流程管理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BPM）、E-Flow、管理監控

（Business Activity Monitoring，BAM）、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t，BI），到協作平台的 OA、CRM；但是在許多企業面臨數

位轉型的浪潮下，敏捷式 IT 開發方式，強調敏捷、彈性與靈活的數

據化營運（Search Engine Marketing，SEM）、線上線下整合（online 

to offline，O2O）與 AI、物連網（Internet of Things，IoT）則必須

利用雲原生的特性來提供開發與營運環境。 

如果提供業務服務的系統要升級，要如何平滑的調升硬體資源？

如果升級失敗，或者負載處於離峰狀態，要如何調降硬體資源呢？同

時兼顧線上業務持續運行不中斷。最理想的工作型態，是要能夠讓工

作負載配合資源的提供，也就是供給與需求的曲線綿密的貼合在一起

（如圖 1）。 

圖 1、工作負載與資源配置關係 

雲原生的實際架構為「為雲而生、以應用為中心」，所以能夠適

應業務量的變化。我們定義的雲原生平台組成有 3 部分：一為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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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微服務架構設計，二為 DevOps（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三為能夠隨著技術發展環境變化的底層平台，例如容

器（Container），三者缺一不可。 

眾所周知的 DevOps 與 CI/CD 循環圖，因為資安因素或者功能

變更式不斷迭代與累加的，這個時候就是雲原生平台要夠提供管理

的功能。 

圖 2、DevOps 循環圖 

圖 3、雲原生應用與傳統應用的比較 

雲原生的優勢 

雲原生的好處引人注目，但是雲原生的架構在強調敏捷性的開

發也引入了各種新型安全風險，現在的趨勢是參考 NIST 800-160 

SSDLC（Secure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1 2，將安全

性左移的觀念導入 DevOps 的開發部屬循環中。如圖 4 中所示，在

	
1	NIST	800-64	Rev.	2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in	the	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2	NIST	800-160	Vol.	1	Systems	Securit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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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開發生命週期的前期如開發概念（Concept）與開發

（Development）階段就導入大比例的安全程序，我們稱為安全性

左移；另一方面，考慮軟體的商業價值，對需要完成的安全檢測需

求，則以最小可行性商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的

概念導入相關必要的資安程序，兼顧資安開發成本與軟體功能上的

需求。 

圖 4、ISO 15288:2015 

在 SSDLC 的流程中，另外可以參考 NIST CSWP 042320203所

定義的平台安全指引 SSDF（Secure Software Development 

Framework），如圖 5 中所規範之工具，與安全軟體開發程序整

合。 

圖 5、SSDF 平台架構圖 

 

 

	
3	NIST	CSWP	04232020	Mitigating	the	Risk	of	Software	Vulnerabilities	by	Adopting	a	Secure	
Software	Development	Framework	(SS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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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SSDLC 相關程序之對應及引用時機 

在圖 6 中，可以看到 SSDLC 在軟體開發的生命週期每個階段

中，都會有需多資安程序需要考慮，但是導入這些安全程序將會產

生許多高昂的資安成本，因此可以依據軟體資安等級，動態選擇這

些程序之進行的廣度與深度。 

在 NIST 2022 的目標中，SSDF 將會考慮往以下四個方向 

1. 產出一個對應互動的線上儲存體，可以更容易使用提供主機

之間讀取互通的格式 

2. 說明 SSDF 可以對應到 SDLC 開發流程， 即可將 DevOps

延伸至 DevSecOps4，確保開發風險是可控的，包含了 IT、

OT、IoT 的軟體、應用服務環境、韌體與硬體 

3. 特別是將 SSDF 的基礎套用在開源軟體上，提供軟體供應鏈

安全 

	
4	https://blog.convisoappsec.com/en/is-your-software-supply-chain-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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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發一個真實可以被展現 SSDF 與 SDLC 整合的平台、安全

軟體的開發模式、使用的程式語言與安全檢測的技術 

圖 7、軟體供應鏈管理 

軟體供應鏈安全 SSCSP（Software Supply Chain Security 

Paper）的資訊是不間段更新的，可以參考5。從軟體供應鏈管理的

角度，要定期稽核軟體提供者（trust by verify），我們必須隨時謹

記下面四個原則 

1. 確保所有的程序是一致且有受到品質管控 

2. 確認所有的資源都在流程（pipeline）的管理中，包含了人

員、程式碼、流程的相依性與 IT 基礎建設 

3. 確保運作中的程式碼安全，不僅是在儲存設備中的程式碼，

也包含在傳輸過程中的程式碼 

4. 確保最後運作中的軟體是充分完成資安檢查，依照規劃進行

提供佈署 

我們在 CI/CD 的流程中，如圖 7 依據軟體資安等級，參考

SSDF 所定義的安全軟體開發平台架構，在開發流程中（Pipeline）

加入了許多的資安檢核點，其中可以包含靜態應用程式安全測試

（Static Application Security Testing，SAST）、動態應用程式安

	
5	https://github.com/cncf/tag-security/blob/main/supply-chain-security/supply-chain-
security-paper/CNCF_SSCP_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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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測試（Dynamic Security Testing，DAST）、軟體物料清單管理

（Software Bill of Material，SBOM）、交互式應用程式安全測試

（Interactive Application Testing，IAST）等。因此實施安全性左

移，做到原生的安全 Secure by Design，是將軟體安全因素 DNA

深植於軟體之中，由 DevOps 演變為 DevSecOps。 

圖 8、CI/CD 整合 SSDLC 流程 

參考圖 8 中一個典型的 CI/CD 流程範例，我們在流程中整合了

SSDLC 中所規範的幾個資安檢核點，包括交付程式碼、在容器中執

行時、將程式碼儲存到載體這些流程中，都需要資安檢核。 

在本文中，過去軟體的安全作業與開發軟體的程序是分開考慮

與執行的，軟體人員僅負責撰寫程式碼，軟體佈署至生產環境之

後，才由資安工程師檢查程式碼，或在運作的環境中建立高牆式的

服務，這樣的軟體安全是沒有效率的。因應雲原生世代興起，應用

快速佈署在雲端環境中，如果在運作環境（production）才偵測到

安全問題，必須更新已經撰寫與佈署的程式碼，將造成嚴重的成本

增加，也讓服務面臨了如零時差攻擊、持續性攻擊與勒索軟體此類

的資安威脅之下。 

結語 

最後，我們要強調的是，DevSecOps 依據軟體商業價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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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的流程與工具可以有許多彈性調整的空間6，所以這是一個安全

的觀念與文化，其中包含了軟體的開發人員、基礎架構的 IT 團隊、

安全專家以及參與軟體交付佈署的人員都要進行教育訓練、團隊溝

通，建立安全事件的處理流程劇本、並在流程中考慮資安稽核方式

與產業合規性，導入雲原生架構中特別需要處理的 API 安全管理，

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雲原生之軟體安全韌性。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雲原生, 網路安全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cloud-

network-system-background-vector-social-media-

banner_16265785.htm#query=internet%20cloud&position=17

&from_view=search&track=sph 

圖片說明：雲網路系統背景圖 

	
 

	
6	https://csrc.nist.gov/projects/devsec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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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第 3 篇】歐盟數位服務法：迎向網路規範的新里程碑 

歐盟數位服務法：迎向網路規範的新里程碑 
（謝國廉／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引言：本文將聚焦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部長理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EU）於 2022 年 10 月通過的數位服務之單一市場法

（Regulation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及其帶來

的影響。各界將此法簡稱為數位服務法（DSA）。 

前言：數位服務的貢獻與風險 

本文將聚焦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部長理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EU）於 2022 年 10 月通過的數位服務之單一市場法

（Regulation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及其帶來的

影響。各界將此法簡稱為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 

1990 年代中期迄今，創新的數位服務（ innovative digital 

services）改變了人類溝通、聯繫、消費和商業經營的方式，並提升

了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的永續性（sustainability）。近 3 年來疫情

的發展，更凸顯出數位科技對現代生活的重要性。然而，藉由各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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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服務所提供的資訊，亦造成了許多問題。有時資訊的內容或許未必

違法，但卻可能造成具體的損害。此等資訊包括了非故意散布的錯誤

訊息（misinformation）和故意散布的假訊息（disinformation），

特別是： 

（一） 具有誤導性質的公共衛生資訊； 

（二） 消費詐騙（consumer fraud）資訊； 

（三） 其他網路犯罪（cyber-crime）資訊； 

（四） 違法的仇恨言論（hate speech）； 

（五） 或來自外國有目的性的政治操作（targeted influence 

operations）。 

至於散布上述資訊的目的，主要包括獲取不法經濟所得（例如網

路詐騙）、傷害公眾利益（causing public harm），或者是政治上的

目的（political purposes）。 

DSA 立法前的背景、主要考量及立法目的 

就歐盟關於網際網路的法規範而言，2000 年的電子商務指令（e-

Commerce Directive）毫無疑問是一項關鍵的立法。電子商務指令

對於歐盟乃至於世界其他各地的社會和經濟轉型（societ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皆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不過，電子商務

指令雖架構了網路商務活動的法規範框架，但並未課予數位平台具體

的義務。回顧當時歐洲電子商務的發展，歐盟立法機關訂定電子商務

指令時，相關的數位服務業尚處於發展初期，因此嚴格的法律措施或

較重的義務，或將扼殺電子商務的發展，因此不難想像的是，當時歐

盟僅以電子商務指令構建了框架式的規範。 

由於創新的數位服務帶來了新的風險與挑戰，電子商務指令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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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處理相關的爭議。在數位服務法立法前，歐洲議會（ the 

European Parliament）於一分不具法律拘束力的決議（resolution）

中，指出了以下 3 大問題。 

（一） 數位平台的法律責任不明：由於電子商務指令僅為框架式

的規範，因此該指令並未針對數位平台的法律責任作出明確的規定。 

（二） 平台使用者的權益保護不足：舉例來說，數位平台使用者

的權益遭平台或第三人侵害時，歐盟相關法規並未提供使用者迅速而

有效的救濟管道。 

（三） 對於歐盟人民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s）的保護不

足：舉例來說，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8條明文保護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

但數位平台或第三人未得同意便取得個人資料甚至以各種方式加以

利用的情況屢見不鮮。 

根據上述歐洲議會的決議，歐盟應針對以下事項訂定統一的法律

規範： 

（一） 線上的違法內容； 

（二） 明確的平台通報責任； 

（三） 平 台 應 負 擔 運 作 透 明 化 的 責 任 （ transparency 

responsibilities）：近 10 年來，數位平台的營運資訊不透明的情況，

經常為人詬病。舉例來說，提供線上廣告乃是許多平台營利的主要方

式之一，但實際上，平台是否確實按其與廣告主的契約投放線上廣告，

在平台與廣告主資訊明顯不對稱的情況下，廣告主往往難以主動地進

行有效的稽核。 

（四） 平台的責任豁免（liability exemptions）條款：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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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等豁免條款，若數位平台已採取有效的措施預防他人利用其平台

服務散布假訊息，則日後他人散布假訊息時，平台得豁免其法律責任。 

（五） 主管機關的責任。 

 

DSA 有 2 項主要的立法目的。首先，DSA 以創造更安全的數位

空間為目的，以確保數位服務使用者的基本權皆能受到保障。其次，

DSA 的另一項立法目的為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強化歐洲單一市

場中數位服務產業的創新、發展和競爭力。 

DSA 的規範對象：各類線上中介業者（online intermediaries） 

DSA 的規範對象，乃是各類線上中介業者，包括： 

（一） 提供網路基礎設施的中介業者，例如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s）； 

（二） 網頁代管服務業者，例如提供雲端服務的業者； 

（三） 超大型線上搜尋引擎業者：界定標準為擁有 4 千 5 百萬

以上歐盟使用者的線上搜尋引擎業者。就消除違法線上內容而言，此

等業者應負更大的責任。 

（四） 聚合出賣人與消費者的線上平台業者：除線上商店外，應

用軟體商店（app stores）和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平台亦在規

範之列。 

（五） 超大型線上平台業者：界定標準為擁有 4 千 5 百萬以上

歐盟使用者的線上平台業者。由於此類平台較可能散布違法內容並對

社會造成損害，因此為主要規範對象。 

DSA 的規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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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 的規範重點，主要有以下 3 項。第 1 項規範重點為：打擊非

法線上商品、服務或內容的措施。此項規範的內容較多，主要包括以

下 7 項重點： 

（一） 平台得與專業的民間監督機構（被稱之為 trusted 

flaggers）合作。 

（二） 平台應有追蹤商業使用者的能力：此規定的目的在於，確

保數位平台擁有確認提供違法內容的使用者的能力。 

（三） 中介平台應主動啟動調查與法遵（legal compliance）的

程序。 

（四） 主管機關有權命令平台處理非法內容的問題。 

（五） 中介業者負有「透明報告義務」  （“ transparency 

reporting obligations”）：按 DSA 的規定，中介業者除了應報告受

主管機責令處理非法內容的次數外，亦應應報告主動調查的次數。 

（六） 平台對於頻繁提供明顯違法內容的服務使用者，應暫停提

供服務。 

（七） 若平台發現嚴重的犯罪行為（serious criminal offence），

應立即通知主管機關。 

 

DSA 的第 2 項規範重點為：賦予數位服務使用者和公民團體新的

權利，以對抗數位服務業者並尋求救濟。DSA 賦予此新權利的主要目

的，在於幫助數位服務使用者和公民團體對抗數位服務業者，並取得

有效的救濟方式。舉例來說，按 DSA，服務使用者和公民團體有權挑

戰平台處理疑似違法內容的決定。此外，針對涉及疑似違法內容的紛

爭，DSA 對於法院外的爭端解決機制（an out-of-court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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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和司法救濟（judicial redress）的機制，皆有明確的規

範。就解決紛爭所耗費的時間而言，院外機制所需的時間往往較短，

因此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司法救濟的機制。 

DSA 的第 3 項規範重點為：建立評估及降低風險的機制。首先，

超大型的線上搜尋引擎業者和超大型的線上平台業者，應負擔風險評

估的義務，並進一步採取防止使用者濫用數位服務的作為。其次，此

2 類業者應尋求外部獨立單位的協助，就業者的風險管理系統（risk 

management systems）進行獨立的稽核工作（ independent 

audits）。此外，業者應將其所發現的公共安全或公共衛生危機，迅速

通報政府機關。再者，業者應就未成年人的保護建立新的防護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的通報義務，或是未成年

人保護的義務，皆為昔日法制中所未規定的義務。除此之外，針對利

用敏感個人資料（sensitive personal data）以鎖定特定人進行廣告

投放（targeted advertising）的行為，DSA 亦有所限制。 

結論 

首先，DSA 的立法凝聚了歐盟立法者和各會員國專家的智慧與心

血，極有可能成為國際上數位服務法制的典範，其重要性或堪比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條例」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中的地位。其次，DSA 以具體且詳細的方式，界

定了受規範的數位服務提供者，釐清了昔日各國相關法規中受規範對

象未臻明確的問題。此外，平台與專業機構的合作機制、業者的報告

義務和第三方的獨立稽核制度，皆為以往數位服務法制所未有的規定。

再者，作為數位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超大型線上搜尋引擎業者以及超

大型線上平台業者，未來將就消除線上違法商品、服務和內容，負擔

極大的法律義務。總體而言，在西元 2000 年數位服務業發展的初期，

歐盟各界唯恐嚴格的法律將扼殺產業的發展，但近年來已形成對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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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採取嚴格管制的共識，而此共識已然透過 DSA 的制定而成為明

確的法律規範。 

Tag：國際瞭望, 專題文章, 數位服務法, 規範 

圖片來源：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photo/law-

concept-open-law-book-with-wooden-judges-gavel-table-

courtroom-law-enforcement-office-black-

background_16470782.htm#query=Act&position=21&from_vi

ew=search&track=sph?log-in=email 

圖片說明：有法槌、天秤與律法書籍，表示制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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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ASO（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位址支援組織） 

ASO 的主要功能為確保全球 5 個 RIR 均正確遵循全球政策制定流程（Global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GPDP），以及向 ICANN董事會提出 IP 位址相

關的政策建議。根據 ICANN與 RIR 之間的《ICANN ASO 瞭解備忘錄》，由號碼

資源組織（Number Resources Organization，NRO）負責履行 ASO 的職責。 

l The ASO does not develop policy relating to Internet number resources itself but 

rather ensures that the Global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GPDP) has been 

correctly followed in each RIR region. 

l The ASO’s purpose is to review and develop recommendations on Internet 

Protocol (IP) address policy and to advise the ICANN Board on polic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operation, assignment, and management of IP addresses. 

l The ASO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As per the ICANN ASO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between ICANN and the world’s five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ies (RIRs), the Number Resource Organization (NRO), as the coordinating 

body for the RIRs, fulfils the role of the ASO. 

相關連結：	

ASO	(2022).	About.	ASO.	

檢自：https://aso.icann.org/about/	(Jan.	22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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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ALAC（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一般會員諮詢委員會） 

在 ICANN 四大諮詢委員會中，一般會員諮詢委員會（ALAC）為網路個人使用

者主要發聲和發表意見的組織機構。除了針對 ICANN行動中關於網路個人使用

者利益，與為所提出之政策提供諮詢外，ALAC 還協助一般會員結構和地區一般

會員組織 (RALO) 的組建和資格認證。 

l The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 (ALAC) is the primary organizational home 

for the voice and concerns of the individual Internet user. 

l ICANN's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 (ALAC) is responsible for considering 

and providing advice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as they relate to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Internet 

users (the “At-Large” community). 

l In addition to serving the advisory role provided by the ICANN Bylaws, the 

ALAC assists in the formation and qualification of At- Large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At-Large Organizations (RALOs). 

相關連結： 

ICANN	AT-LARGE	(2022).	About.	ICANN	AT-LARGE.	

檢自：https://atlarge.icann.org/alac (Feb. 22 , 2022) 

      https://archive.icann.org/en/committees/alac/ (Feb. 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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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GAC（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政府諮詢委員會） 

政府諮詢委員會（GAC）根據 ICANN 章程創建，是 ICANN董事會的一個諮詢

委員會，在 ICANN 的多利益相關方代表結構中充當政府和國際政府組織的代言

人。GAC 的主要職責是就公共政策問題向 ICANN提供建議，尤其是在 ICANN

的活動或政策與國家法律或國際協議之間可能存在相互影響的情況下。 

l The GAC serves as the voice of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ICANN's multistakeholder representative structure. 

l The GAC constitutes the voice of Governments an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 in ICANN's multistakeholder structure. Created under the 

ICANN Bylaws, the GAC is an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ICANN Board. The 

GAC's key role is to provide advice to ICANN on issues of public policy, and 

especially where there may be an interaction between ICANN's activities or 

policies and national laws o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相關連結： 

ICANN	AT-LARGE	(2022).	About.	ICANN	AT-LARGE.	

檢自：https://gac.icann.org/ (Mar. 22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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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RSSAC（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根伺服器系統

諮詢委員會） 

根伺服器系統諮詢委員會（RSSAC）會根據 ICANN章程中概述的根伺服器系統

的營運、管理、安全性和完整性相關事宜向 ICANN 董事會和社群提出建議。

RSSAC 的成員由負責營運全球根伺服器的組織代表組成，且核心小組由對根伺

服器系統感興趣的 DNS 專家組成。 

l The 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 (RSSAC) advises the ICANN 

Board and community on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secur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Root Server System, as outlined in the ICANN Bylaws. 

l The RSSAC consist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organizations responsible for 

operating global root service. 

l The RSSAC Caucus is comprised of DNS experts who have an interest in the Root 

Server System 

相關連結： 

ICANN	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	(2022).	About.	ICANN	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	

檢自： 

https://www.icann.org/groups/rssac	(Apr.	20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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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SSAC（Security and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安全與穩定諮

詢委員會） 

安全與穩定諮詢委員會（SSAC）就網路名稱和位址分配系統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相關的事項與 ICANN社群和董事會提供建議，並為其進行持續的威脅評估與風

險分析，SSAC 會直接與負責人員（如：IETF、RSSAC、RIR 等單位）進行溝通，

以確保其在安全方面的建議風險、問題和優先級別與現有的標準化、部署、操作

和協調活動保持同步。 

l The role of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 is to advise the ICANN 

community and Board on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secur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Internet's naming and address allocation systems. 

l The SSAC engages in ongoing threat assessment and risk analysis of the Internet 

naming and address allocation services to assess where the principal threats to 

stability and security lie, and advises the ICANN community accordingly. 

l To communicate with those who have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et naming and 

address allocation security matters (IETF, RSSAC, RIRs, etc.), to ensure that its 

advice on security risks, issues, and priorities is properly synchronized with 

existing standardization, deployment, operational, and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相關連結： 

ICAN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	(2022).	About.	ICAN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	

檢自： 

https://www.icann.org/groups/ssac	(May.	23	,	2022)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overnance/bylaws-en/#article12	(May.	
23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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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網路空間 cyberspace 

網路空間為一個電腦世界的虛擬空間，不同於現實，其中不平均地分佈著許多子

社群使用的一種技術環境，作為全體網際網路的一部分，網路公民和組織在其中

利用資訊和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

進行社交和商業互動。 

l A world-wide virtual space, different from real space, with many sub-communities 

unevenly distributed using a technical environment – first of all the Internet – in 

which citizens and organizations utiliz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for their social and commercial interactions. 

相關連結： 

Unesco	(2022).	Internet	Governance	Glossary,	Cyberspace.	

檢自： 

https://en.unesco.org/glossaries/igg?name=1.1%20cyberspace	(Jun.	20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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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網路中立 Net neutrality 

網路中立一詞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Tim	Wu 於 2003 年發表的網路歧視議題論文

中所創造，指的是網路上的所有資料流量都不能受到差別對待，網路服務供應

商（ISP）不能自行決定阻止、減慢或加快線上內容的傳送。網際網路的指導性

設計原則，即網路上所有資料的流動一視同仁。 

l Net	neutrality	is	the	concept	that	all	data	traffic	on	a	network	should	be	
treated	indiscriminately,	an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s)	would	be	
restricted	from	blocking,	slowing	down	or	speeding	up	the	delivery	of	
online	content	at	their	discretion.	

l Guiding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Internet,	whereby	the	flow	of	all	the	data	on	
the	Internet	is	treat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相關連結： 

Unesco	(2022).	About.	Net	neutrality.	
NCSL	(2022).	About.	Net	Neutrality	2021	Legislation.	

檢自：	

https://en.unesco.org/glossaries/igg?name=1.16%20Neutrality%20/%20Network
%20neutrality%20/%20Net%20neutrality	(Jul.	25	,	2022)	
https://www.ncsl.org/research/telecommunications-and-information-
technology/net-neutrality-2021-legislation.aspx	(Jul.	25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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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關鍵網路基礎建設 Critic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關鍵網路基礎建設為構成網際網路運行中必不可少的成員之一，又為其中組成

部分硬體和軟體系統的統稱。根據 GCSC關鍵基礎設施評估工作組對關鍵網路

基礎設施的要素包含：封包路由與轉發、命名和編號系統、安全和身分保護與

物理傳輸介質。	

l Collective	term	for	all	hardware	and	software	systems	that	constitute	
essential	component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Internet.	

l The	report	of	the	GCSC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	Working	Group	
has	summarized	the	results	of	their	survey	in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Critic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elements:Packet	routing	and	forwarding,	Naming	and	numbering	systems,	
Security	and	identity	protection,	Physical	transmission	media.	
	

相關連結： 

UNESCO.	Internet	Governance	Glossary.	Critic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檢自：	

https://en.unesco.org/glossaries/igg?name=Critical+Internet+infrastructure	
(Aug.	20	,	2022)	
	
Wikipedia	contributors.	Critic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ritical_Internet_infrastructure	
(Aug.	20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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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數位權利 Digital Rights 

數位權利是允許個人存取、使用、創建和發布數位媒體或存取和使用電腦、其

他電子設備和電信網路的人權和法律權利。數位權利一詞透過對世界各國政府

承認的權利不斷發展的解釋而獲得認可的概念。這一概念與數位技術、網路背

景下現有權利的保護和實現有關，例如隱私權和言論自由權。	

	
l Digital	rights	are	those	human	rights	and	legal	rights	that	allow	individuals	

to	access,	use,	create,	and	publish	digital	media	or	to	access	and	use	
computers,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l The	term	"digital	rights"	is	a	concept	that	has	gained	recognition	through	an	
evolving	interpretation	of	rights	recognized	by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l The	concept	is	particularly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existing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the	Internet.	

相關連結：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Glossary	of	Platform	Law	and	Policy	Terms.	Digital	
Rights.	

檢自：	

https://www.intgovforum.org/zh-hans/filedepot_download/4905/2373	(Sep.	20	,	
2022)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22,	August	3).	Digital	rights.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09:12,	September	17,	2022,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Digital_rights&oldid=110219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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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端到端加密 End to End encryption 

端到端加密（End	to	End	encryption，E2EE）是一種通訊系統，透過傳輸層安

全性協定（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實施的加密技術來保護訊息，使其

只能由通訊用戶讀取，防止潛在的竊聽者能夠存取解密對話所需的密鑰。	

	
l End-to-end	encryption	(E2EE)	is	the	use	of	cryptography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protocol	(TL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	
message	so	that	it	can	only	be	read	by	the	communicating	users,	and	not	by	
third	parties	acting	as	intermediaries	in	the	transfer	of	this	data.	

l End-to-end	encryption	(E2EE)	is	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where	only	
the	communicating	users	can	read	the	messages.	In	principle,	it	prevents	
potential	eavesdroppers	–	including	telecom	providers,	Internet	providers,	
malicious	actors,	and	even	the	provider	of	the	communication	service	–	
from	being	able	to	access	the	cryptographic	keys	needed	to	decrypt	the	
conversation.	

相關連結：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Glossary	of	Platform	Law	and	Policy	Terms.	End	to	
End	encryption.	

檢自：	

https://www.intgovforum.org/zh-hans/filedepot_download/4905/2373	(Oct.	17,	
2022)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22,	August	8).	End-to-end	encryption.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15:26,	October	17,	2022,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nd-to-
end_encryption&oldid=110314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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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網路安全 Internet Safety 

同被稱為網路安全的 Internet	Security與 Internet	Safety 是高度相關的。歐洲聯

盟執行委員會認為安全（Security）不僅是人身安全（personal	safety）的基本，

它還為我們的經濟、社會和民主提供了信心和活絡的基礎。因此網路安全被認為

是一個普遍的政策議題。與個人層面的犯罪、健康及安全議題皆被視為維持全球

穩定的挑戰。	

當網路基礎設施被視為關鍵環境時，特定的安全挑戰由旨在為網路技術功能提供

保障的網路治理措施處理。為使用者提供服務接取的平台與服務提供者在此情境

下也被視為網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l Internet	safety	or	online	safety	or	cyber	safety	and	E-Safety	is	trying	to	be	
safe	on	the	internet	and	is	the	act	of	maximizing	a	user's	awareness	of	
personal	safety	and	security	risks	to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property	
associated	with	using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protection	from	computer	
crime.	

l Internet	safety/security	are	perceived	as	general	policy	issues.	
l many	national	legislations	on	regulating	misconduct	are	relevant	for	this	

topic.	

相關連結：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Glossary	of	Platform	Law	and	Policy	Terms.	
Internet	Safety	

檢自：	

https://www.intgovforum.org/zh-hans/filedepot_download/4905/2373	(Nov.	
20	,	2022)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22,	October	21).	Internet	safety.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15:32,	November	13,	2022,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nternet_safety&oldid=1117359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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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科技保護措施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科技保護措施（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TPM）是放置在版權材料

上以防止未經授權的存取或複製的設備或軟體，因為在數位上傳輸的訊息很容

易被複製，因此版權持有人常會使用 TPM進行保護。在歐盟，TPM作為歐盟

版權指令的一部分，成員國需要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以防止明知規避任何的

「有效技術措施」。	

l Due	to	the	easy	duplicability	of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in	digital	form,	
copyright	holders	regularly	resort	to	techn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TPMs)	

l A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	(TPM)	is	a	device	or	software	placed	on	
copyright	material	to	prevent	unauthorised	access	or	copying.	Examples	
include	software	locks	or	password	protection	measures.	

l In	the	EU,	in	particular,	Member	States	are	required	as	part	of	the	EU	
Copyright	Directive	to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gainst	the	
knowing	circumvention	of	any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相關連結：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Glossary	of	Platform	Law	and	Policy	Terms.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smartcopying.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	(TPM)	

檢自：	

https://www.intgovforum.org/zh-hans/filedepot_download/4905/2373	(Dec.	12	,	
2022)	
https://smartcopying.edu.au/glossary/technological-protection-measure-tpm/	
(Dec.	12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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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PNIC文摘— Anycast 在 DNS 中的部署率 

標題 APNIC 文摘— Anycast 在 DNS 中的部署率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anycast, DNS 

引言 
Anycast 技術能提昇域名系統的效率，強化 DNS 靈活性以避免
攻擊或失效，並有效擴大 DNS 域名伺服器基礎建設的規模。 

摘要 

 

字
數：
1219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How widely adopted is anycast in 
the DNS?，由 Raffaele Sommese 撰文。 

Anycast 技術能提昇域名系統（Domain Name System，DNS）
的效率，強化 DNS 靈活性以避免攻擊或失效，並有效擴大 DNS
域名伺服器基礎建設的規模。針對這些益處的相關研究不勝枚
舉。 

然而，針對 Anycast 技術應用於頂級域名（TLD）和第二層域名
（SLD）的研究卻很少見。本文作者來自荷蘭特文特大學
（University of Twente），他的團隊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C San Diego）的應用網際網路資料分析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Internet Data Analysis，CAIDA）以及荷蘭國碼頂級域
名（ccTLD）註冊機構 SIDN 的研究團隊 SIDN Labs 合作，將
Anycast 於 TLD 及 SLD 的部署量化。研究發現，TLD 及 SL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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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cast 部署率自 2017 年顯著成長，少數幾家大型網路營運業
者的採用是主要原因。 

DNS 的原始設計是樹狀結構，從頂端的「根」將權威逐步分配至
延展的分支，進一步將承載的流量及傳送責任分散至整個域名空
間。這種設計能避免全球系統因為單點失效而整體癱瘓。然而，
在樹狀結構中，若連接頂端的任一分支失效，則此分支下的所有
域名也都將無法連線。舉例而言，如果 Verisign 負責管理的.com
域名伺服器失效，則所有.com 域名也都會暫時消失於網路上。 

為了避免這種災難，DNS 協定容許權威域名伺服器生成多個複
本，共同負責域名空間中的同一分支。這些伺服器複本通常會被
分散至不同的地理位置，藉此強化 DNS 生態系統的靈活性。如
此一來，即使其中某個伺服器默默失效，解析器也會自動將 DNS
查詢轉向其他複本，連線因此仍將正常運作。 

隨著時間演進，網際網路的網路層亦發展出一套強化靈活性的機
制，也就是 IP anycast。在此模型中，不同的網路被設定公告同
一筆網路位址前綴，地理位置四散的伺服器複本因此會使用完全
一樣的 IP 位址。當客戶端傳送封包至伺服器的 anycast IP 位址，
此封包會被路由自動轉到最近的伺服器。若無法連線至最近的伺
服器，路由會轉而連線第二近的伺服器。 

作者分享團隊研究結果，指出 TLD 使用 anycast 的比例從 2017
年的 93%，至 2021 年成長至 97%，目前只有約 50 個 TLD 仍
使用單點傳播（unicast）的權威域名主機。鑑於 TLD 在 DNS 基
礎建設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此結果對 DNS 的靈活性具正向效益。 

利用 OpenINTEL 計畫提供的 DNS 資料，研究團隊進一步發現
全球 DNS 基礎建設中，約 65%的 SLD 使用 anycast。2021 年
間，一半以上有回應的 SLD 域名伺服器都使用 anycast，相較於
2017 年成長了 11.7%。 

然而，研究結果也顯示提供 anycast 服務的業者高度集中，前 10
名組織就包辦了約 92%的域名部署率，其中 GoDaddy 就佔了一
半。 



714 
	

有些讀者可能想知道，要不要使用 anycast 技術，是消費者（即
域名註冊人）還是 DNS 營運業者（通常是受理註冊機構）的選
擇？歐洲頗受歡迎的網路代管營運公司 OVH，提供每年 1.21 歐
元的 DNS 域名伺服器 anycast 服務。團隊以 OVH 作為研究案
例，發現幾乎所有 OVH 代管的 SLD 都使用 unicast。這代表若
須額外付費，大部分消費者就不會選擇使用 anycast 服務。 

團隊也發現，受理註冊機構在小規模市場（如 ccTLD）中通常扮
演關鍵角色。若比較荷蘭（.nl）和瑞典（.se）的 anycast 部署
率，會發現後者高於前者，而原因就在於瑞典最大的受理註冊機
構 Loopia AB 使用 anycast，荷蘭市占率最高的受理註冊機構
TransIP B.V 則僅使用 unicast。 

最後，作者也提醒，改善 DNS 的靈活性絕非僅仰賴 anycast，
而應搭配 DNS 中其他加強靈活性的機制，如多個網路系統、IP
和自治系統使用，才能真正強化 DNS 的靈活及韌性。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How 
widely adopted is anycast in the DNS?。 

圖片來源：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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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新思考全球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的韌性 

標題 重新思考全球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的韌性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Internet, CME 

引言 作為一個靈活具分散架構的系統，網際網路過去以來成功度過多
次自然及人為災難。然而，作者認為，當代的網際網路研究人員
和營運方，都忽略了一個可能性低但影響極大，可能對網際網路
造成重大威脅的事件：太陽風暴。 

摘要 

字
數： 

1434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We need to rethink the resilience of 
the glob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由 Sangeetha Abdu 
Jyothi 撰文。 

作為一個靈活非集中化的系統，網際網路過去成功度過多次自然
及人為災難。然而，作者認為，當代的網際網路研究人員和營運
方，都忽略了一個可能性雖低但影響極大，可能對網際網路造成
重大威脅的事件：太陽風暴。 

日冕巨量噴發（Coronal Mass Ejections，CME），俗稱太陽風
暴（solar storm），是一種自太陽表面噴射大量物質及電磁輻
射的現象。若地球正巧處於太陽風暴的路徑上，則這波電磁輻射
會擾動地球磁場，引發電場，更嚴重的情況下，可能產生磁暴，
進而影響地球表面使用中繼器的電纜及光纖纜線等。 

並非所有太陽風暴都會帶來這麼大的影響。根據科學預測，太陽
風暴造成地球大規模斷電的機率，大概是每 10 年 1.6%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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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機率並非每年平均分佈。太陽週期約為 11 年，而太陽
風暴最有可能於太陽極大期（solar maxima）出現。太陽週期的
強度以百年為週期循環，而近代科學的發展，恰巧在太陽週期較
弱的過去一百年間發生。科學預測，太陽在不久的將來會變得更
活躍。 

史上規模最大的太陽風暴事件，分別發生於 1859 年（卡林頓事
件）、1921 年。兩次事件都造成大規模停電、火災及通訊網路
斷線。若同樣規模的太陽風暴發生於當代，網際網路的基礎建設
可能直接受到波及，或因斷電而無法作用。對於太陽風暴對電力
網路的傷害，人類已有經驗，但我們仍不知道它會對網際網路基
礎建設造成什麼影響。 

網際網路基礎建設中最脆弱的部分，是衛星和遠距海底纜線。如
資料中心等位於地面上的基礎設施，可輕易利用暫態電壓突波抑
制器，防範太陽風暴引發電力不穩的情形。然而，衛星將直接承
受噴射的太陽物質，電子零件可能因此受損，移動軌跡也可能受
到影響，尤其如 Starlink 等使用低軌衛星的網路架構，很可能發
生軌道衰退（orbital decay），導致衛星失控進入大氣層的意外
事故。長距離的海底電纜則可能因中繼器大量故障，進而導致整
條電纜故障。 

基於地球的磁場分佈，高緯度地區面臨太陽風暴的風險明顯更
高。然而，全球網際網路基礎建設，包括海纜終端、資料中心、
網際網路交換中心（Internet Exchange Point，EXP）、DNS 伺
服器等，都高度集中於高緯度地區。 

不僅如此，海纜節點位置的分布，也將左右整體連線面臨的風險。
舉例而言，連接美國與亞洲的海纜較平均分布於美國西岸，美歐
之間的海纜則集中於美國東岸北部。美國和亞洲的海纜建設，在
亞洲端有新加坡作為中心發散至其他低緯度國家，整體韌性遠高
於美歐之間的海纜建設。 

有鑒於太陽風暴可能造成的實際威脅，作者認為，我們應重新思
考全球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的韌性。想要量化太陽風暴的風險，首
先必須預測磁暴導致海纜建設失效的情形，並建立應變模型。由
於兩者規模大不相同，電力網路的磁暴應變模型無法直接套用至



717 
	

海纜；海纜每個地面節點之間的距離長達上千公里，相較於節點
間隔僅數百公里的電力網路，海纜不同節點處於的電力磁場都不
相同。再者，被海洋隔開的海纜節點通常位於近岸，而海岸效應
會放大太陽電波輻射引發的電場。所幸，許多地球物理學者持續
投入研發海纜的弱點模型。 

然而，就算海纜面對的風險降至最低，網際網路仍可能因為停電
而受到直接衝擊。作者建議重新思考全球網際網路基礎建設，以
及仰賴網路運作的各種應用如何保持靈活韌性，包括： 

• 在太陽風暴風險較低的地區新增纜線端點，強化網際網路
拓墣架構的靈活性。 

• 重新分配基礎建設的各部件，平均分配於不同緯度之間。 

• 為預期影響建立應變計畫（太陽風暴從太陽到達地球只需
13 小時到 5 天的時間）。 

• 規劃解決方案，以在災難後快速重新連結遭斷線之各部分
網路。 

• 在災害模擬時，新增大規模斷線、網路連線分區斷開等測
試情境。 

欲了解更多，可參考作者近期發表的論文，或點擊此處觀賞作者
演說。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We 
need to rethink the resilience of the glob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1-3 APNIC文摘—東加王國：長距離通訊網路的脆弱 

標題 APNIC 文摘—東加王國：長距離通訊網路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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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Tonga, fibre, internet 

引言 

最近東加王國火山爆發的事件，讓我們再次切身體會全球通訊
遇到真實世界的嚴重天災時，是多麼不堪一擊。東加王國對外
的通訊大部分都仰賴網際網路，而直至目前為止，東加王國的
對外通訊仍未完全恢復。 

摘要 

 

字
數：
1306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Tonga and fragility of long-haul 
networks，由 George Michaelson 撰文。 

最近東加王國火山爆發的事件，讓我們再次切身體會全球通訊
遇到真實世界的嚴重天災時，是多麼不堪一擊。東加王國對外
的通訊大部分都仰賴網際網路，而直至目前為止，東加王國的
對外通訊仍未完全恢復。 

東加的情況說明了常態性仰賴語音加載於網際網路協定（Voice 
over IP，VoIP）和即時訊息軟體，使用網際網路通話或視訊，
將大幅削弱整體通訊系統的韌性。要和東加這種孤立島國建立
即時通訊，除了網際網路以外，沒有什麼其他選擇。而當東加
王國對外的唯一一條海底電纜失效，大部分人口也都因此無法
與外界聯絡。 

針對東加王國對外網路通訊斷線的原因，第一時間的主流猜測
是電纜的登陸站停電，導致電纜無法運作。長期研究太平洋島
國電子通訊的 Jon Brewer 在他的個人推特上說明，東加的海纜
登陸站僅高海平面 1 公尺，而且所有關鍵設施，包括備用發電
機都放在一樓。他推測，登陸站很可能被火山爆發引起的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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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沒了。 

Jon 在事件發生後持續更新推特，他引述紐西蘭先驅報（NZ 
Herald）的報導，分享電訊業者 Fintel 和東加海纜公司的事後
調查結果，確認斷線原因是離岸 37 公里處的海纜毀損。來自
其他媒體的後續報導，指出海纜似乎並非僅一處毀損。  

海纜業者是利用一種叫做「光時域反射儀」（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OTDR）的儀器，量測源頭與毀損處
之間的光反射延遲時間，進而判定海纜何處被切斷。即使海纜
長達數千公里，OTDR 的檢測結果仍高度準確；也因此，目前
應可確定海纜毀損是斷線的主因。 

海纜修復船遍布全球各地，目前離東加王國最近的一艘位於巴
布亞紐幾內亞。根據前述的紐西蘭先驅報報導，修復時程可能
長達數週，甚至數月。 

這事件再度顯示，天然災害導致通訊斷線並非空談，深海活動
的確可能導致海纜中斷。2007 年的 APRICOT 暨 APNIC23 會議
中，便曾因 2006 年底臺灣發生的恆春地震導致多條海底電纜
中斷，而討論過此議題。當時包括台灣、日本、中國及韓國之
間的電信服務，以及這些地區連到美國、英國的電信服務都因
此受到影響。 

在架設海纜前，東加王國也建有衛星電子通訊的基礎建設。國
內設有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地面站，但就像所有其他基礎建設
一樣，必須仰賴國內電力。在 2013 年完成連結到斐濟的海底
電纜之前，東加的網際網路和行動網路通訊都完全仰賴衛星，
除了網速和延遲問題外，還常常可能因為天候不佳而有斷訊的
問題。 

不僅如此，衛星通訊還會受塵雲影響；宇宙塵會覆蓋衛星的碟
形天線，削弱訊號。訊號減弱會影響網路頻寬，此時為確保連
線品質穩定，就必須限制使用者人數。換句話說，若要讓多人
使用網路，則網路連線品質和速度都會大幅降低。目前，東加
王國的人民若使用衛星網路上網，可能常必須面對網路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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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緩慢的問題。 

根據「3-2-1」備份原則，備份時至少應備份 3 份，使用 2 種不
同的備份方法，而且其中 1 份要存放異地。以東加王國的網路
連線而言，他們的確有 2 種備份方式，分別是海底電纜和過去
的衛星網路。雖然再接 1 條海纜可能會更好，但海纜並不便
宜，而且以東加的位置而言，要找到另一個負擔得起的連線端
點並非易事。 

在現實世界中，我們無法準備萬能的備用方案。有些災害的規
模可能大到所有後備方案都失效。這對所有人都是個很好的警
訊，有時候再怎麼努力規劃縱深防禦應變方案，在大自然的不
可抗力下，人類仍束手無策。 

最後，作者也代表 APNIC，真心祝願所有受此事件影響的人早
日康復。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
讀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onga and fragility of long-haul networks。 

圖片來源：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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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PNIC文摘—位址意義演變（上） 

標題 APNIC 文摘—位址意義演變（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IP, address 

引言 
本文由 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撰文，從「位址」的意
義談起，隨著網際網路技術及架構的發展進化，逐步探討 IP 位
址的功能、相關技術和意義的演變。 

摘要 

 

字
數：
1703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Address semantics，由 Geoff 
Huston 撰文。 

本文由 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撰文，從「位址」的意
義談起，隨著網際網路技術及架構的發展進化，逐步探討 IP 位
址的功能、相關技術和意義的演變。 

在不同通訊系統中，無論是寄信時信封上的地址，撥打電話的電
話號碼，或是在網際網路中傳送封包需要的 IP，縱使形式或指稱
不同，但這些其實都是所謂的「位址」。 

位址（address）通常包含 3 種元素，分別是身份識別（identity）、
位置（location）和可聯絡性（reachability）。 

身份識別和「獨特性」密不可分。理論上，正常運作的網路系統
應指派專屬的單一位址給所有使用者；若否，則必須額外想方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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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決多個實體使用同一位址可能衍生的衝突。以電話為例，
一個號碼最好只能連通一支電話。 

IP 位址在網際網路的架構中的角色類似電話號碼，但 IP 位址並
非用來識別「電腦」，而是電腦連接網路的接口。也就是說，如
果一臺電腦有多個連網接點，則這個電腦也會擁有多筆 IP 位址。 

然而，只知道某個實體存在（有身份），卻不知道它位於網路中
的什麼位置，在網路運作上等於沒有用。也因此，大部分的位址
系統都會賦予每筆位址「識別身份」和「標示位置」至少兩種性
質。 

以電話號碼為例，國際電話號碼通用格式 E.164 可以用來標示號
碼所在的國家及地區。IP 位址系統類似但更簡化，位址只分成網
路和主機兩部分。同一網路中所有主機的 IP 位址會使用同樣的
前綴，主機位址則各自不同。IPv4 容許自訂前綴長度，IPv6 則
有更嚴謹的格式規定。從這角度而言，每筆 IP 位址都是網路識
別碼和主機識別碼的串連，同時具有識別身份和標示位置的功
用。 

最後，位址當然必須包含某種「可聯絡」的資訊，用來協助網路
中的其中一點連接另外一點。 

在傳統的 IP 位址架構中，一筆 IP 位址必須能同時用來識別身
份、標示位置，並提供網路要把封包傳送到哪裡的相關資訊。這
種同一位址負擔多重角色的設計，有人認為是讓網路平臺得以極
高成本效益運作的關鍵，也有人指出這是「意義過載」的典型案
例，容易導致同一物件必須執行的某項功能，反而妨礙到另一項
功能。 

位址作為身份識別碼更深層的意義，在於位址和裝置之間因此具
有獨一無二的連結。這在過去大型電腦盛行的年代很合理，但隨
著客製化個人電腦成為主流，加上越來越多個人行動裝置進入網
際網路，這樣的設計很快顯得不堪負荷。事實上，作者指出，位
址系統的設計缺陷早在 1980 年代，網際網路商業化的時候就出
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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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網際網路發展，作者更進一步點出，從撥接網路邁向大眾化
開始，IP 位址的意義就已逐漸轉變。在撥接網路時代，使用者是
透過撥打電話建立網路連線；線路另一端的服務供應商驗證使用
者的登入資訊後，才會指派 IP 位址，在連線時間內，使用者都
將利用這個指派 IP 位址上網。 

這種作法是以「分時」（time-sharing）概念使用 IP 位址，使用
者只在連網期間暫時使用獲指派的 IP 位址。接著出現了網路位
址轉譯（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NAT）技術，以連接埠
為基礎，讓多個本地裝置共享 IP 位址。 

分時共享 IP 和 NAT 的技術，都在網際網路模型中引入間歇連線
裝置的概念。這些裝置只有需要時才會連網，當然不能視為服務
主機。於是，我們開始將連網裝置分成「客戶端」和「伺服器」
兩種類別，客戶端需要時才連接伺服器，不必無時無刻連網，自
然也不需除了連線登入帳密外的永久性網路識別身份（如 IP 位
址）。 

在這些 IP 共享技術流行的同時，IPv4 位址也逐漸枯竭，IPv6 因
此誕生。 

上述 IP 共享技術和 IPv6 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只是被動新
增的片面解方，後者則是 IETF 領導的組織力量，試圖預測未來
業界需求，並提出滿足這些需求的技術方案。另一方面，驅動業
界的兩大因素則分別是無止盡擴張、難以追趕的消費者需求，以
及業者始終最重視的，如何降低服務成本。 

作者特別指出，他不認為 IPv4 位址耗竭是 NAT 被大幅採用的主
要原因；在 NAT 下，ISP 只需發給客戶端一筆 IP 位址，而由 NAT
轉換共享的多筆私人 IP 位址都由客戶端自行管理。對 ISP 而言，
需要管理的 IP 位址越少就越省成本，換句話說，NAT 盛行單純
是因為這樣最省錢。 

總結而言，在網際網路發展的進程中，分時作法和 NAT 技術雖
然起到改變 IP 位址意義的作用，但這並非因為業界有什麼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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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見而刻意規劃執行的後果，只是在缺乏規範的市場中，生意人
為了省錢而出現的慣例做法。 

延續此篇，下一篇作者將檢視與 IP 共享技術截然不同的 IPv6，
並進一步剖析網際網路近年來的發展，可能如何再度促成 IP 位
址意義和功能的變化。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Address 
semantics。 

圖片來源：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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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PNIC文摘—位址意義演變（下） 

標題 APNIC 文摘—位址意義演變（下）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IPv6, address 

引言 本文接續上篇，檢視與 IP 共享技術截然不同的 IPv6，並進一步
剖析網際網路近年來的發展，可能如何再度促成 IP 位址意義和
功能的變化。 

摘要 

字
數： 

1677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We need to rethink the resilience of 
the glob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由 Sangeetha Abdu 
Jyothi 撰文。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Address semantics，由 Geoff Huston
撰文。 

上篇中，作者分析「位址」的意義，IP 位址在網路系統中扮演的
功能和演變進化，以及催生的相關技術發展，包括分時 IP、NAT
和 IPv6。本篇將從 IPv6 談起，衍生探討近期網路發展，如何再
度改變 IP 位址意義和功能。 

IPv6 藉由微調細節，試圖重現 IP 位址在網際網路架構中的原始
意義與功能。由於 IPv6 位元數更多，也有更多位元數可分派給
不同的連網存取介面。然而，對當時的業界而言，IPv4 位址枯竭
的具體時間點仍未可知，相較之下，如何加快擴大網路基礎建設
的規模，以跟上急速膨脹的連網客戶端數量和服務需求，才是真
正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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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業者而言，將網路分成客戶端和伺服器，且只有後者需要 IP
位址的方式習慣又好用，另一方面，服務層級的架構也在演進，
現在客戶端與伺服器建立傳輸層安全協定（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時，可以附上欲存取的伺服器域名資訊，確保對
方選擇回傳相應的 SSL 憑證。這代表特定服務與單一 IP 位址的
連結不復存在；只有一筆 IP 位址的單一服務主機上可能搭載多
種服務，同一種服務也可能被複製到多個各自擁有 IP 位址的服
務主機上。 

也因此，從 1995 到 2010 的 15 年間，IPv6 有充分的位址空間，
供急速擴張的網路中所有終端和服務連結單一獨特的 IPv6 位
址，但一來單一獨特的位址既非必要，二來從 IPv4 轉換至 IPv6
不符成本效益，整個業界都缺乏廣泛採用 IPv6 的實際動力。 

在此同時，網際網路也非靜止不動。諸多根本性的改變仍陸續發
生，而這些變化都對 IP 位址的角色具有深遠影響。 

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CDN）及雲端
主導今日的網際網路。雖然缺乏實際公開數據，但作者聽聞，當
今七成以上到九成傳遞至客戶終端的資料，都是影像串流。而
COVID-19 全球疫情促升的在家工作需求，也加倍促使企業將所
有資料放到雲端，朝 CDN 的模式靠攏。 

網路的角色也有大幅改變。若視網際網路為服務傳遞平臺，則網
路的功能是將使用者瞬間移動到想要的服務所在。九零年代晚期
的網路建設假設電腦運算和儲存很貴，而網路傳輸源源不絕又便
宜。事後證明這假設是錯的，事實上，現在的電腦運算和儲存空
間反而變得取之不盡又便宜。CDN 充分利用當代環境用之不竭
的資源，大批複製服務和內容後置於離使用者最近的雲端，大幅
縮短傳輸距離，更進一步減少相關開銷和效能問題。整體而言，
在 CDN 的世界中，網路服務更快、更便宜，也更有韌性。 

如此一來，我們還需要獨特的位址嗎？在這個 CDN 主導的世界
中，我只需要和本地 CDN 中的鄰居有所區別，何必在意其他
CDN 網路中其他數十億個客戶終端？獨特性有其成本，如今還
有必要為了些微不使用 CDN 的服務，特地取得一筆專屬的 IP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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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嗎？ 

作者預言，隨著 CDN繼續利用源源不絕的運算能力和儲存空間，
服務和內容持續被移到離終端使用者近在咫尺之處，在全球位址
基礎建設中，擁有獨一無二的位址將失去價值。 

另一個網際架構變成今日樣態的原因，是沈沒成本。沒有人願意
付錢升級既有的公共基礎建設，因為這些成本無法回收。於是，
所有改變都是以繞道、跳過或鑽洞的方式進行，隨著時間過去，
一個內含各種繞道鑽洞、由應用程式組成的上層架構形成，完全
避開基礎建設全面升級的問題。在 IPv6 還因為沈沒成本而經過
20 年遲遲無法起飛的同時，諸如 QUIC、BBR、SVCB 和 HTPPS
等應用層技術的活躍，再一次證明應用層不想和基礎建設層有任
何瓜葛。 

作者認為，或許問題早已不再是何時才能從 IPv4 成功轉換至
IPv6。問題在於越來越多服務和應用程式企圖打造一個跟基礎架
構層完全無關、壁壘分明的世界。作者感嘆，這就像當年使用 IP
封包跨國傳輸資料的網路出現時，對使用電路交換的電話通訊基
礎建設不屑一顧一樣，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現在 IP 位址似乎只被當成暫時的通信期編碼代號，識別服務身
份的重責大任都被轉嫁到域名系統。近來越來越多國家地區法規
企圖將 IP 位址視為個人資料規管，作者多少感到諷刺，因為在
網路裡，IP 位址通常只是暫時透過網路位址轉譯（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NAT）技術與某個客戶終端綁定，背後其
實可能有數百上千個人在共享這筆 IP 位址。 

就連上述形容都已經又在改變。作者舉例說明，QUIC 使用的加
密方式容許單一通信期綁定的 IP 位址變動，所以光是一個通信
期間的 QUIC 通信期就可能有不只一筆 IP 位址。他總結，或許
現在位址只剩下暫時標注不同封包流向的作用，過去的意義和功
能都已流失。在今日的世界中，維繫網際網路的已不再是 IP 位
址。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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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PNIC文摘—OMNI：網際網路需要的調適層 

標題 APNIC 文摘—OMNI：網際網路需要的調適層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OMNI, OAL 

引言 
本文說明位於 L3 和 L2 中間，主要提供「覆蓋多鏈路網路介面」
（Overlay Multilink Network Interface，OMNI）服務的調適層
（adaptation layer）。 

摘要 

 

字
數：
1458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OMNI: An adaptation layer for the 
Internet，由 Fred Templin 撰文。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ISO）於 1978 年訂定的開放系統互連模型（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Model，OSI Model）中，將網際網路分成七個
層級。近年來，這個模型更常被視為「沙漏」，上層和下層的多
數功能，都由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IP）層擔任唯
一疏通協調的瓶頸。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Address 
semantics。 

圖片來源：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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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控制協定（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和用戶
資料報協定（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等上層協定，利
用 IP 層的封包服務，透過包含乙太網路、無線網路和 4G/5G 行
動網路等多種技術的資料鏈結層傳送封包。依 OSI 的定義而言，
IP 層級屬於第三層（L3），乙太網路等資料鏈結層則屬於第二層
（L2）。 

當代網際網路架構中，一般會希望使用者盡量限制封包大小，最
好不要超過從來源到目的地路徑的最小鏈結。這就是所謂的路徑
最大傳輸單位（Path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Path 
MTU）。但這樣的限制並不利於網路架構成長。 

為了符合路徑 MTU，常見的做法是拆分 IP（IP fragmentation）：
把封包拆解成符合 MTU 的大小依序傳輸後，到目的地再重組成
原本的封包。雖然這種方式不被鼓勵，很多人甚至視其「有害」，
但對有些人來說這做法最直接有效。也有研究指出，刻意使用 IP
拆分傳送對路徑 MTU 而言過大的封包，能有效提升應用程式的
效能。 

對某些網路營運者而言，這則代表原本的 7 層網際網路架構中，
需要新增一層「調適層」（adaptation layer）。 

調適層位於 IP 層（L3）和資料鏈結層（L2）之間。這層沒有標
號，因為網際網路架構的演進早已超越近 50 年前的 OSI 模型。
我們只需要知道調適層位於 L3 和 L2 中間，主要提供「覆蓋多
鏈路網路介面」（Overlay Multilink Network Interface，OMNI）
服務。 

OMNI 包含基於 IPv6 封裝、拆分和重組的 OMNI 調適層（OMNI 
Adaptation Layer，OAL）。有了 OAL，IP 層能夠傳送大小超過
路徑 MTU 的封包，但又無需經手封包拆分重組，因為這些都會
在下面的調適層完成。 

OAL 的概念並不新穎。事實上，OAL 在九零年代則是業界非同
步傳送模式（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ATM）大規模實
驗的一部分。ATM 試圖在 IP 層和資料鏈路層中，夾入一層 ATM
第五調適層（ATM Adaptation Layer 5，AAL5）。雖然後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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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AAL5仍不及直接於 IP層傳輸有效，但作者強調，OAL和 AAL5
有兩點截然不同： 

1. OAL 刻意設計成能適應多類型、MTU 大小各自不同的資
料鏈接方式，不同於過去 AAL5 僅能傳送極小單元。 

2. 不同於在 L2 上運作的 ATM，OAL 的多類型資料鏈結只是
「盡其所能」，丟失封包碎片的情形仍可能發生。 

OAL 依路徑 MTU 拆分 IPv6 封包，並將拆解後的封包碎片從下
方資料鏈接介面傳送。依進入資料鏈接層的狀況不同，封包碎片
可能會透過一或多種網路傳送。如上所述，此適應多類型網路鏈
接的模型只是「盡其所能」。也因此，仍有單一封包碎片丟失的
風險。碎片丟失了就無法重組封包，資料來源因此會需要重新傳
送整個封包，這是亟須避免的失敗。OAL 為此情形提出兩種解
方： 

首先，OAL 視調適層來源和目的地為虛擬鏈接的兩個端點，這兩
點通常位於網路路徑中某處。也就是說，雖然這兩點是 OAL 虛
擬鏈接的終端，但在網路路徑上僅是中繼點。這兩點可以在虛擬
鏈接上執行自動重傳請求（Automatic Repeat Request，ARQ），
在應用程式終端重傳整個封包前，快速找回丟失的封包碎片。 

上述的碎片重新傳輸也是「盡其所能」，而且有效時限很短。OAL
因此提供另一個追加步驟，因應多個碎片丟失的情況。舉例而言，
要是 OAL 目的端發現某些碎片丟失，它可以透過某些管道告知
封包的原始來源，要求對方縮小封包尺寸。 

「封包太大」（Packet Too Big，PTB）網際網路控制訊息協定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ICMP）訊息即為此目
的而生，也就是所謂的「PTB 軟錯誤」。OAL 目的端可以像封包
源頭傳送 PTB 軟錯誤訊息，要求對方重新傳送小一點、不需分
拆太多片的封包，避免封包碎片再次丟失。 

PTB 軟錯誤和碎片通報（Fragmentation Report）的結合可以
提供最大化通量、最小化丟失，因此盡可能值得信任的服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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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封包來源因此能依當下網路狀況調整封包大小，在碎片丟失和
重傳約束的限制下，傳送盡可能大尺寸的封包。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OMNI: 
An adaptation layer for the Internet。 

圖片來源：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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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PNIC文摘—整體服務數位網路（ISDN）的終結 

標題 APNIC 文摘—整體服務數位網路（ISDN）的終結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ISDN 

引言 

澳洲的整體服務數位網路（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ISDN）預計於今（2022）年全面終止服務。在這值
得紀錄的歷史時刻，本文介紹 ISDN 在網路發展史上的時代性意
義，並說明 ISDN 為何不再實用。 

摘要 

 

字
數：
1860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The end of ISDN，由 George 
Michaelson 撰文。 

澳洲的整體服務數位網路（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ISDN）自 2018 年宣佈階段性停止服務，2019 年開
始逐步結束既有 ISDN 連線，此過程預計於今（2022）年完成。
一旦結束，澳洲的 ISDN 將正式走入歷史。 

在這值得紀錄的歷史時刻，本文介紹 ISDN 在網路發展史上的時
代性意義，並說明 ISDN 為何不再實用。 

ISDN 並非史上第一個高速網路，但是第一個全球廣泛佈署的高
速網路。 ISDN 起源於國際電信聯盟電信標準化部門（ 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還是前身國際電
話電報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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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ve Committee，CCITT）的時期，全盛期全球有 2,500
萬使用者。這跟當代網際網路的使用者人數比起來微不足道，但
相較於同期間（1985 年前後）少於 1 萬人的最初代網際網路使
用者，已經算是規模浩大。 

就如同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規劃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APRA）的研究網路及相關網路協定，是成就
當代網際網路的關鍵推手，成功大量製造並於全球佈署電話線路
的 ISDN，是電話領域的同等功臣。 

ISDN 的歷史重要性必須從以下三點組成的脈絡中理解： 實體建
設、電話和噪音，以及訊號處理編碼。 

實體建設：銅質電話線路主場 

如今大家都已習慣高速網路和光纖，很容易忘記銅直到最近都還
是通訊線路建設的主要材料。對大多國家而言，實體電話線路是
50 到 70 年的公共建設投資，而且應由國營機關負責營運。 

ISDN 就是在這個「電話實體線路要維持至少半世紀」的背景下
誕生。而 ISDN 之所以成為當時通訊網路使用的技術，是因為它
可以同時支援大頻寬（2Mb）和小頻寬（64Kb）。另一方面，建
置電話網路基礎建設是以最便宜、製造成本最低的方式鋪建銅
線，這表示銅質電路只有傳遞聲音時表現最好，若要再開發升級
ISDN 網路以傳送數位訊號，則需要投入工程成本。 

升級 ISDN 之外的另一個選擇，是同時期的「數位用戶迴路」
（Digital Subscriber Line，DSL）技術。DSL 跟信號技術的差別
更大，而且隨著技術發展，註定需要汰換所有電話交換開關。這
代表轉換至 DSL 的投資成本更高，風險也更大。ISDN 相對保險，
對電信業者而言，若僅考量中短程發展，ISDN 無疑勝出。ISDN
可以有效整合音訊電話、傳真和數位資料，也不需要發明新的位
址系統。對當時認為電話將是通訊主流的世界來說，ISDN 是最
合理的選擇。 

電話與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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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的基本模型，是通話兩端都有麥克風和喇叭。人類很擅長區
分語音和噪音（所謂的雞尾酒會效應），一通電話能容忍的噪音
極限也有已知的量測標準，也就是「量化失真單位」
（Quantization Distortion Unit，QDU）。 

同時間，人們發現，透過線路傳送 64Kbps 含有聲音編碼的數位
訊號，會產生約 1QDU 的噪音和失真。換句話說，數位訊號跟
直接傳送人聲的品質差不多，甚至更好。接著，人們又發現其實
只需要 58Kbps 就能達到同樣的效果。當時決定以 64Kb 為標
準，以容許 64Kbps 和 56Kbps 系統互相接軌，確保跨國通話連
線。 

然而，過不了多久，人們又決定改用數據機將數位訊號轉換成聲
音了。銅質電話線路原本只是用來以類比訊號傳送聲音，然後被
用來以撥接方式傳送音訊，之後又轉換用途，在 ISDN 中用來傳
送低頻數位訊號。現在大家都有網路了，以數據機為主的電訊服
務也成為主流，ISDN 相較之下就太貴了。一部份的原因在於，
一般電信網路的本地電話服務都不會計時，但 ISDN作為進階「數
位」服務，無論通話距離都使用計時費率。因此，大家比起 ISDN
更偏好數據機連線，雖然對連線速度還是多有怨言。人們對連網
速度的要求越來越高，但 ISDN 無法滿足此需求。 

編碼與訊號處理 

相較之下，與 ISDN 同期開發的 DSL 優勢盡顯。DSL 使用的頻
率比一般聲音訊號更高，而且只要有分離器，就可以和一般電話
一起使用。實測中證明，若把訊號頻率提高，就可使用既有的電
話線路傳送數位訊號，用戶也可輕易連接網路。 

但這需要能將高頻無線編碼解碼、植入除錯程式碼以解決噪音，
以及同時處理多筆不同頻率的複雜訊號以增加頻寬的訊號處理
能力，而且這種訊號處理必須能大規模執行。也就是說，要建置
DSL，整個業界都必須願意汰換現有設備，改用新的晶片、編碼
程式和交換器設備。要讓業者情願投入如此資本，必須確定 DSL
會成為市場主流，將來不僅能回收成本還能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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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Asynchronous DSL，ADSL）因此雀
屏中選。ADSL 可以限制上傳頻寬以擴大下載頻寬，避免噪音和
串話。ADSL 還容許用戶同時使用電話和上網，不像數據機時代
只能兩者擇一。在此同時，家用網路用戶數量激增，dot-com 泡
沫吸引大筆資金湧入電訊產業，加上全球電訊市場的放鬆管制，
ADSL 的商機明顯遠遠超過僅有 2,500 萬用戶的 ISDN，這也是
整個產業決心轉向 ADSL 的關鍵時代背景。 

結語 

總結而言，聲音不再是主流服務，是 DSL 取代 ISDN 的主要原
因。用來分開網路和電話訊號的分離器幾乎已成為歷史文物，因
為很多人家裡已經不裝電話。至於銅質線路的未來，作者預測，
除了可能限制僅傳送數位資料外，也可能作為複雜網路的本地迴
圈、露天數位訊號傳送，或是後端同軸／光纖傳送，用來傳送
100Mb 以上的高位元訊務。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he end 
of ISDN。 

圖片來源：APNIC Blog 

 

#3-2 APNIC文摘—域名伺服器和 DNS 解析器的多重意涵 

標題 APNIC 文摘—域名伺服器和 DNS 解析器的多重意涵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 nameserver, reso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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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中，作者試圖解釋「域名伺服器」（nameserver）和「DNS
解析器」（DNS resolver）這兩個詞可能代表的不同意涵，以及
如何判斷文章中這些詞的意思。 

摘要 

 

字
數：
1482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nameserver’ 
and ’DNS resolver’，由 Julia Evans 撰文。 

本文作者最近在編撰以域名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為主題的雜誌，所以比平常人更常思索 DNS 詞彙的意義。
其中特別引起他注意分別是「域名伺服器」（nameserver）和
「DNS 解析器」（DNS resolver），這兩個詞在不同文脈下常有
不同的意思。本文中，作者將試圖解釋這兩個詞可能代表的不同
意涵，以及如何判斷文章中這些詞的意思。 

域名伺服器的兩種意涵 

域名伺服器有兩種類型，要判斷文章是在說哪一種，需要從文脈
判斷。 

意涵 1：權威伺服器 

更新域名的 DNS 紀錄時，這些紀錄會儲存在名為「權威伺服器」
（authoritative nameserver）的伺服器中。提到特定一個域名
時，域名伺服器指的就是權威伺服器。以下是幾個文句範例： 

• 更改域名的域名伺服器，以連接你的域名和 W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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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所有域名都仰賴多個域名伺服器以強化穩定性；若單
一域名伺服器失效或無法連線，還可以將 DNS 查詢送到其
他伺服器。 

• 遵循域名受理註冊機構網站中的指示，自行更新你的域名
伺服器紀錄。 

意涵 2：遞迴伺服器，也稱為 DNS 解析器 

這些伺服器會儲存 DNS 紀錄的快取。瀏覽器通常不會直接向權
威伺服器傳送查詢，而是先詢問 DNS 解析器（也就是遞迴伺服
器），由後者詢問權威伺服器並取得紀錄後，再快取儲存詢問結
果。 

在你瀏覽網際網路時，域名伺服器的意思就會是遞迴伺服器。以
下是文句範例： 

• 在某些裝置，如 Windows 10 中，要更改域名伺服器可能
是需要無數點擊的痛苦過程。 

• 你的 DNS 域名伺服器破壞了你的上網體驗嗎？此更新版
本新增 1.1.1.1、1.0.0.1 和 9.9.9.9 域名伺服器。 

• 更改你的網路設定，使用 8.8.8.8 和 8.8.4.4 作為 DNS 伺
服器。 

作者本人偏好使用「DNS 解析器」，主要是因為解析器的用法比
遞迴伺服器更常見。 

DNS 解析器的意涵 

DNS 解析器可能是個函式庫，也可能是伺服器。雖然前文說解
析器是伺服器，但某些時候解析器的確又是函式庫。 

意涵 1a：本地解析器（Stub resolver，函式庫版） 

本地解析器（可能是函式庫也可能是伺服器）本人不會解析 DNS
域名，它只負責將 DNS 查詢送到真正的 DNS 伺服器。以下首先
說明函式庫版本的本地解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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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libc 的 getaddrinfo 功能無法自行查詢 DNS 紀錄，
它只會把查詢傳給在/etc/resolv.conf 中找到的 DNS 解析器。至
於如何分辨；如果它是電腦作業系統的一部分且/或是函式庫，
那就是本地解析器。 

以下是文句範例： 

• 解析器是在 C 函式庫中一套用來存取 DNS 的常式。這些
是用來解析網頁位址的 DNS 伺服器，你可以列出最多三
個，解析器會逐一嘗試，找出可用的伺服器。 

• 若指令成功，你會收到「成功清除 DNS 解析器快取」的訊
息。 

意涵 1b：本地解析器（伺服器版） 

本地解析器不一定一直都是函示庫。舉例而言，  systemd-
resolved 和 dnsmasq 都是本地解析器，但他們是伺服器。你的
路由可能就是跑 dnsmasq。 

這時候，本地解析器又稱為 DNS 轉寄站（forwarder）。判斷的
方式：如果它是作業系統的一部分，或路由有在運行此功能，那
大概就是本地解析器。 

意涵 2：遞迴伺服器（伺服器） 

如上所述，遞迴伺服器知道怎麼找到域名的權威伺服器。如果它
是 unbound、bind、8.8.8.8、1.1.1.1，或由你的網路服務供應
商（ISP）負責維運，那就是遞迴伺服器。 

以下是文句範例： 

• pfSense® 軟體中的 DNS 解析器使用 unbound，一個具
驗證功能的遞迴快取 DNS 解析器。 

• 我們邀請你嘗試使用 Google Public DNS 作為你的主要或
次要 DNS 解析器。 

• 我在一家規模不小的行動通訊服務供應商工作，我們目前
正在建置自己的 DNS 解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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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歡迎的 DNS 伺服器詞彙 

作者也稍微做了一個不是很科學的調查，計算最常見的 DNS 解
析器 Google 查詢結果。以下是調查發現： 

搜尋詞 Google 結果 

dns server 8,000,000 

nameserver 4,200,000 

dns resolver 933,000 

public DNS server 204,000 

root nameserver 42,000 

recursive resolver 38,500 

stub resolver 26,100 

authoritative nameserver 17,000 

dns resolution service 9,450 

TLD nameserver 7,500 

dns recursor 5,300 

recursive nameserver 5,060 

 

根據上述結果，簡單來說，當提到 DNS 伺服器的時候，最常意
指的是域名伺服器和 DNS 解析器。其他如遞迴伺服器、權威伺
服器、本地解析器相較之下都很少。 

最後，作者表示，雖然整體而言這些詞的使用有些混亂，但他認
為試圖解釋這些詞在不同脈絡的用法以釐清理解，還是比使用較
不常見的同義詞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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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nameserver’ and ’DNS resolver’。 

圖片來源：freepik 

#3-3 APNIC文摘— 找出國營網路業者的自治系統 

標題 APNIC 文摘— 找出國營網路業者的自治系統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AS 

引言 

本文作者 Esteban Carisimo 為西北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他的大
學和東北大學、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及喬治亞理工學院針對全
球國有網際網路供應商的研究，發現國家持有網際網路供應商很
常見，而且政府參與電信市場的方式各有不同。 

摘要 

 

字
數：
1262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 Identifying Autonomous Systems of 
state-owned Internet operators，由 Esteban Carisimo 撰文。 

多少大型電信公司是政府持有，這些公司有在哪些國家中營運？ 

有了這些問題的答案，網路營運人員在路由、互連設置及一般網
路營運，尤其海外營運或與他國國營公司互連上，將能做出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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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知情的決定。此類資訊也有益於了解不熟悉的他國電信業勢力
流動。 

本文作者 Esteban Carisimo 為西北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他的大
學和東北大學、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及喬治亞理工學院針對全
球國有網際網路供應商的研究，發現國家持有網際網路供應商很
常見，而且政府參與電信市場的方式各有不同，如烏拉圭政府是
供應網路服務（ANTEL）、阿根廷是建立國內網路基礎建設
（ARSAT），孟加拉政府則是投資跨國連線（BSCCL）。 

整體而言，研究發現網際網路上，共有 989 個國有自治系統
（Autonomous System，AS），也可理解為 123 國政府持有的
302 家業者。 

圖 3、國有網路營運業者圖示。藍色表示一國中網路存取市場 AS 部份
由國家持有的比例，綠色則表示 AS 由他國持有。 

 

研究也發現，全世界 17%的 IP 位址來自國有 AS，若屏除美國，
此數字則成長至 25%。其中，約 50 個國家的網路 IP 位址來源
一半以上都來自國內。 

辨識國營網路的挑戰 

在此研究之前，市面上沒有國營電信公司的全球資料庫。研究團
隊認為主要有 3 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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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邊界閘道協定（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不會揭
露電信業者相關的 AS 號碼（AS number，ASN）。 

2. 公開資料庫（如 whois）中的註冊名稱通常和公司實際營運
的商用名稱不一樣。例如，哥倫比亞的國有子公司 Internexa 
Argentina（AS262195）的註冊名稱是 Trans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 S.A.。 

3. 要以全球規模執行此研究並非直接簡單，不僅有網路資料的
技術因素，還需要了解不同的企業組成和持股架構細節。 

作者研究團隊結合技術資訊和企業百科資料庫，找出連結國有企
業的 ASN。雖難以保證是「所有」，但也已相當完整，也希望藉
此補足過去此主題的知識缺口。 

如何測量並定義國有網路 

研究團隊的研究方法，是比對電腦網路資料和非技術（如商業訊
息資料庫）資料後建立可能清單，再以人工方式逐一驗證清單中
的公司是否為國家持有。以全球電信市場的規模而言，不可能檢
查到「每一家」公司，所以團隊選擇將研究焦點放在最具代表性
的子集合。 

在技術資料來源上，研究團隊使用可判斷 AS 位址來源國家的資
料庫、網路訪客預估資料（APNIC eyeball report），以及每個
國家的關鍵中轉服務業者，目標是涵蓋全球各國最重要的接取和
中轉網路。為最大化資料來源，研究團隊也使用紀錄國有網路供
應業者的非技術資源，如歐洲金融訊息服務商 Bureau van Dijk
（BvD）的 Orbis 資料庫、自由之家（Freedoom House）的網
路自由報告，以及維基百科的文章。 

依據這些資料來源，研究團隊逐筆檢視清單上公司的股權結構，
並保留符合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nd，IMF）
2020 年報告中定義的國營企業。研究團隊利用以下 3 種資料來
源蒐集調查公司的股權架構： 

1. 自主公開情報（公司或政府網站及公司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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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威性電信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及其他規管機關） 

3. 信譽單位（世界銀行和 IMF） 

利用這些資訊，研究團隊也進一步在他們彙整的資料庫中，加入
「接受他國政府資助，在海外提供服務的國營網際網路企業」相
關資料。 

作者在結尾表示，希望這些發現和統計資料能啟發更多未來相關
研究，藉此幫助營運業者管理、擴張自身網路。點此可閱讀報告
全文，或點此前往研究團隊彙整的資料庫。 

共同作者： Alexander Gamero-Garrido、Alex C. Snoeren 及
Alberto Dainotti。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Identifying Autonomous Systems of state-owned Internet 
operators。 

圖片來源：Flickr 

 

#4-1 APNIC文摘— RPKI：回顧 2021 年 

標題 APNIC 文摘— RPKI：回顧 2021 年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RPKI 

引言 

全球疫情讓我們學到的事之一，就是網路的靈活韌性是讓世界繼
續轉動的關鍵。這部分來自於全球路由的穩定，確保訊務封包不
被轉向、挾持而順利前往預定目的地。本文回顧 2021 年的亞太
地區的 RPKI 整體概況並說明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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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數：
1956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RPKI — 2021 retrospective，由 Dave 
Phelan 撰文。	

2021 從很多方面來說都令人失望，疫情仍未消失，國際旅遊仍
充滿限制，很多人也還是必須在家工作。但 2021 年還是有好的
地方：無論有沒有疫情，網路營運者都在繼續佈建資源公鑰基礎
建設（Resource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RPKI）。 

全球疫情讓我們學到的事之一，就是網路的靈活韌性是讓世界繼
續轉動的關鍵。而這份我們仰賴的靈活韌性，部分來自於全球路
由的穩定，確保訊務封包不被轉向、挾持而順利前往預定目的地。 

本文回顧 2021年的亞太地區的 RPKI整體概況並說明觀察結果。
在這之前，作者首先解釋 RPKI 的基本運作原理。 

網路營運人員希望將自己設置的路由方向分享給全世界，同時確
保這些路由方向驗證有效。這就是 RPKI 框架的作用。 

網路維運人員可以利用加密憑證擔保他的前綴 X.X.X.X 來自自治
系統號碼（Autonomous System Number，ASN）YYYY，任何
來自其他 ASN 的相同前綴都應視為無效。他也可以指定最大長
度（maximum length）以涵蓋多筆前綴，如指定 61.45.248.0/21
最大長度 /24，這就包含/21、２筆/22、4 筆/23 和 8 筆/24。這
是「路由來源授權」（Route Origin Authorization，ROA），也
是 RPKI 框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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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網路維運人員將根據另一方設定的路由方向採取行動；若發
現有前綴被以 ROA 未指定的方式使用，他們就不能把這些前綴
納入自己的路由表。這是第二個步驟，路由來源驗證（Route 
Origin Validation，ROV）。 

框架的最後一塊拼圖，則是負責驗證的獨立軟體。這些驗證軟體
解密路由來源的加密憑證後，產出路由器能辨讀的結果。路由器
因此不需額外花費處理效能解讀加密憑證，僅需專注做好一件
事：傳送封包。 

了解 RPKI 框架的基本運作原理後，就可以開始回顧 2021 年的
RPKI 境況。 

跟過去幾年比較起來，（惡意或意外的）路由事件數量和影響力
都下降。APNIC 自 2008 年開始觀測紀錄路由事件，而 2021 年
僅觀測到 4 起路由挾持，全部看起來都是維運失誤，而且只有未
實施 ROV 的少數維運方和網路交換（Internet Exchange，IX）
上的路由因此受到影響。 

ROA 觀測資料分析 

過去幾年來，全球路由表的規模急劇成長。2021 年的全球 IPv4
路由表成長約 6.3%，包含 92.2 萬筆路由。RPKI 方面，有效路
由則成長 9.9%。這數字是個好消息，表示執行來源驗證的網路
越來越多。 

然而，無效 ROA 的比例也從 2020 年底的 0.07 成長至 0.2%。
大部分的無效原因是不符最大長度或無效的自治系統（AS）。「找
不到」（Not Found），也就是ROA不存在的情形也下降了5.26%，
但有效前綴比例並沒有因此上升。後者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最主
要的可能是持有者沒有簽署新取得的發派資源，或是現有 IPv4
的空間被分散。 

在亞太地區，發配空間約有 0.16%的淨成長，有效 ROA 的比例
則從 40.97%成長至 50.55%，與全球趨勢差不多。亞太地區的
無效 ROA 僅上升 0.11%，「找不到」ROA 則下降了約 10%。若
進一步細看亞太地區內分布，東南亞和大洋洲地區表現最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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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這兩個地區的有效 ROA 成長幅度拉高了亞太地區的整體平
均。 

全球最多有效路由的前 20 名亞區中，有 9 個來自亞太地區。在
這之中，哪些國家表現最傑出？在被結果嚇到之前，請記得比例
不代表一切；若一個國家的網路需求僅需/23 或/22 的空間就能
滿足，那達到 100%也就相對容易。當然，這也不代表我們就可
以忽視小規模網路的努力。 

如下圖所示，臺灣是亞太地區有效 ROA 比例最高的國家。除此
之外，巴基斯坦、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也都有顯著成長。 

 

ROV 觀測資料分析 

ROV 的觀測資料相對難取得，原因有許多，上游供應業者是最主
要的因素。簡而言之，終端網路是否執行 ROV，端看他們使用的
上游業者是否執行 ROV。 

回顧完 2021 年 RPKI 觀測資料，最主要的教訓有 3 個： 

1. 鄰接路由表（Adjacency Routing Information Base，Adj RIB）
很重要 

Randy Bush 去年在 RIPE 83 分享，某些型號較舊的路由因記憶
體不足，無法儲存過去執行 ROV 後得知的無效路徑，每次執行
邊界閘道協定（Boarder Gateway Protocol，BGP）都必須重新
發送路由更新請求，鄰近路由因此必須反覆回應請求而大幅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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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器效能。（Randy Bush、Mark Tinka、Philip Smith 和 Kayur 
Patel正在審核中的 IETF草案文件中對此問題有更詳盡的解釋。）  

根據 Randy 等人的發現，此問題有幾個解決方案。首先，路由
應保留完整的 ADJ-RIB-IN。若沒有 ADJ-RIB-IN，則 BGP 排除無
效路徑後，路由應保留此路徑但標註無效（ADJ-RIB-DROPPED）。
最後，若路由器無法做到上述兩個方案，則不應執行 RPKI。 

2. 荷蘭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CSC-NL）揭露 RPKI 驗證軟體弱
點 

去年 11 月荷蘭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NCSC-NL）透過多方參與的協調弱點揭露（Coordinated 
Vulnerability Disclosure，CVD）過程，發現並揭露多個 RPKI 框
架和驗證軟體的弱點。這些弱點包括：有些驗證軟體碰到無效
ROA 資料就會程式崩潰、有些碰到資料庫含有太大位元數的 IP
位址就會程式崩潰、有些處理逾時值的方式很奇怪，有些則容易
遭受造成記憶體超載崩潰的 gzip-white-space 攻擊。 

目前大型廠商都已經釋出修補上述弱點的更新版本，但並非所有
弱點都可透過軟體更新解決。這篇 IETF 草案文件建議在來源憑
證上添加擴充程式，定義子物件和路徑的最大數值以建立某些限
制。 

3. APNIC 介面 – MyAPNIC 

APNIC 的會員操作介面 MyAPNIC 也可能是亞太地區無效 ROA
增加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因為 MyAPNIC 中關於 ROA 的最大長
度欄位的預設格式，常容易造成使用者誤解。目前 APNIC 已移
除此預設格式，若使用者不確定應如何填寫最大長度欄位，可以
直接詢問客服，進一步避免誤會後填入錯誤資訊並導致 ROA 失
效的可能。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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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RPKI — 
2021 retrospective。 

圖片來源：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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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PNIC文摘— 歷史資源轉移：進度更新 

標題 APNIC 文摘— 歷史資源轉移：進度更新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historical resource 

引言 
去年 3月，APNIC公告要求亞太地區的歷史資源持有者，於 2023
年 1 月 1 日前更新會員資料，以繼續享有註冊服務。截止日期只
剩 9 個月，APNIC 呼籲所有歷史資源持有者盡快完成相關手續。 

摘要 

字
數：
1366 

本 APNIC文摘原標題為 An update on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transition，由 Karla Skarda 撰文。 

去年 3月，APNIC公告要求亞太地區的歷史資源持有者，於 2023
年 1 月 1 日前更新會員資料，以繼續享有註冊服務。此公告乃基
於提供所有歷史資源持有者資源公鑰基礎建設（Resource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RPKI）服務的決定。 

自上次公告已過了一年，而更新的截止日期只剩 9 個月，APNIC
認為現在很適合分享此工程的進度更新，包括相關流程的進展，
以及 APNIC 為了協助歷史資源持有者做了哪些事。 

在此之前，先回顧一些歷史背景： 

改善歷史資源的路由安全 

APNIC 社群中，如何為歷史資源持有者提供 RPKI 的討論已持續
數年。APNIC 會員費用中涵蓋 RPKI 服務的開發維運經費。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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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歷史資源的持有者不需繳交 APNIC 會員費，若直接提供
RPKI 服務，等於他們不需負擔相關開發維運開銷，便可免費使
用 RPKI。一般認為這對繳費的會員並不公平。 

另一方面，APNIC 和社群始終同意強化路由安全對所有人都有
益。路由安全是全球網路健全穩定的關鍵，也因此，所有資源持
有者都應享有 RPKI 服務。 

更準確的註冊資料庫也能造福所有人。APNIC 的 WHOIS 資料庫
中，有超過 3,000 筆歷史資源的資料已經超過十年以上沒更新，
其中很可能多筆資料都不再準確。 

綜合以上，社群也一直指出 IPv4 位發配資源池的縮減是重大挑
戰，並要求 APNIC 依據位址政策，收回過去發配但未被使用的
IPv4 位址空間，供有真正需求的新會員使用。歷史資源中有很大
一部分並未宣告路由，很可能根本沒有在用。聯絡歷史資源持有
者的過去一年來，就已經取得歷史資源持有者自願歸還的
488,704 筆未使用 IPv4 位址，這些未來也將陸續發配給會員使
用。 

有鑑於此，2021 年 3 月 APNIC 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EC）達成決議，亞太地區的歷史資源持有者都必須
成為 APNIC 的會員或非會員（non-members）。 

過去針對此議題的社群討論中，普遍認為歷史資源持有者不願意
為了他們持有的歷史資源付全額會員費用，因為他們過去取得這
些資源時，並不需要定期更新付費。 

為了在取得服務、RPKI 安全，和 APNIC 會員及歷史資源持有者
的公平性間取得平衡，最後決定是歷史資源持有者支付的會員費
中，將排除其持有的歷史資源相關費用。換句話說，他們只需付
每年更新會籍的費用。 

排除此費用也代表，即使歷史資源持有者開始繳會員費，APNIC
的收入也不會明顯增加。 

聯絡歷史資源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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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ANPIC 給這些歷史資源持有者 2 年的時間註冊會籍或採取
相關行動，但其實要確實將這些資訊傳達給對方，過程比想像中
更曲折。 

許多註冊資料中的聯絡資訊已經無效，或是資料中顯示的組織單
位已經轉售或停業，很多時候對方接到 APNIC 聯絡時，甚至不
知道自己手中持有這些位址空間。 

APNIC 已經就註冊資料中能找到的電子郵件信箱發送通知。但
歷史資源的註冊資料中有 33%沒有提供電子郵件信箱，而發送
的電子郵件通知中，有 20%被退回且沒有備用聯絡方式。 

目前，APNIC 的重點工作是盡力找到這些歷史資源持有者，通知
對方政策變動，並協助對方完成後續流程。在此同時，APNIC 也
持續收到回饋，未來也計畫就回饋意見簡化整體流程。 

為了節省開銷，APNIC 沒有為此工作聘僱新員工。目前 APNIC
是利用專案管理軟體 Salesforce 自動化部分聯絡回應流程。 

如果你手中持有歷史資源，也收到 APNIC 的通知，只需遵循以
下三個簡易步驟： 

1. 仔細閱讀通知信中夾帶的附件檔案。 

2. 完整填寫表格後回覆。 

3. APNIC 團隊會處理你的回覆文件並為你建立 APNIC 帳戶。 

若有其他任何問題，可參考 APNIC 為此流程建立的常見問答。
APNIC 網站中也有更多資訊。若你是歷史資源持有者，但你的問
題無法從上述管道中得到答案，或你尚未收到 APNIC 通知，或
有認識歷史資源持有者，歡迎直接寄信至 helpdesk@apnic.net，
或透過電話或線上聊天與 APNIC 聯絡。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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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An 
update on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transition。 

圖片來源：APNIC Blog 

 

#4-3 APNIC文摘— 5G 雲端基礎建設的零信任原則應用 

標題 APNIC 文摘— 5G 雲端基礎建設的零信任原則應用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historical resource 

引言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與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
最近發布由 4 份文件組成的《5G 雲端基礎建設安全指導原則》
（Security Guidance for 5G Cloud Infrastructures）系列，目
標是加強雲端環境的安全。 

摘要 

 

字
數：
1710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Zero trust applied to 5G cloud 
infrastructure，由 Kathleen Moriarty 撰文。 

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與網路安
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CISA）最近發布由 4 份文件組成的《5G 雲端
基礎建設安全指導原則》（Security Guidance for 5G Cloud 
Infrastructures），目標是加強雲端環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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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提供安全多租戶（multi-tenancy）分離運算基礎建設的虛
擬環境都適用此指導原則。本系列提出詳細的需求條件和指導原
則，針對 5G 時裡，雲端供應商或資料中心在代管解決方案和應
用程式時應達到的安全層級，給出全方位的宏觀整體方案。 

許多業界專家也參與本指導原則的撰寫，這些專家根據親身經
歷，提出許多加強 5G 基礎建設安全的設計決策。指導原則包括
以下 4 份文件： 

1. 〈預防並偵測橫向移動〉（Part I: Prevent and Detect 
Lateral Movement）：偵測 5G 雲端中的惡意行為人，預
防對方利用遭入侵的單一雲端資源感染整個網路。 

2. 〈安全隔離網路資源〉（Part II: Securely Isolate Network 
Resources）：確保客戶資源之間有安全隔離，特別確保負
責支援虛擬網路功能之容器網路堆疊（container stack）
的安全。 

3. 〈資料保護〉（Part III: Data Protection）：保護資料的傳
輸、使用及靜態安全。確保網路和客戶資料在資料處理流
程所有階段（傳輸、使用中、靜態、銷毀）的安全。 

4. 〈確保基礎架構的完整性〉（Part IV: Ensure Integrity of 
Infrastructure）：確保 5G 雲端資源必須驗證後才能更動。 

強化 5G 基礎建設中的容器安全 

指導原則中清楚指出，預防橫向移動及隔離網路資源的管控措施
很重要。其中更點名容器（container）的設置和小節點群（pod）
的安全，是在雲端代管 5G建設中達成上述管控措施的重點關鍵。
指導原則中亦建議參考網路安全中心（Center for Internet 
Security，CIS）的 Kubernetes 和 Docker 指標，依據資訊進行
隔離和安全設定，進而達到以風險考量為本的管控。 

除此之外，NSA 也發布針對 Kubernetes 的指導原則文件，可搭
配 CIS 的 Kubernetes 指標使用，了解 Kubernetes 相關的更多
安全設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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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共雲端內建安全措施的要求持續升高 

隨著越來越多雲端供應業者採納指導原則中的建議，符合原則中
的要求標準，代管環境的安全基本要求也會隨之提高。內建安全
措施及規模化管理，再加上零信任租戶的做法，很可能成為常態。 

5G 生態系統中的主要威脅向量 

雲端和邊緣代管系統已被認定為 5G 生態系統中的主要威脅向
量。這是因為雲端含有應用程式於網路核心處理的資料，又位於
具高度運算能力的基礎建設之上，此集中特性特別容易招致攻
擊。本指導原則中除為服務供應業者提供完整的指南，也列出相
關服務應符合的內建安全標準，供消費使用者參考，評估業者的
安全措施是否足夠。 

打造值得信任的基礎建設 

過去幾年來，許多地方已培養出在維護系統完整性的同時，持續
評估基礎建設信任度的能力。值得信任的基礎建設現在對很多組
織都是基本需求。這些進展主要來自信任平臺模組（Trusted 
Platform Modules，TPM）和信任執行環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s ，TEE）的廣泛部署，前者從信任源頭驗證並確
保基礎建設值得信任，後者則透過依處理資料所需保護程度，分
別提供執行代碼的方式，進一步鞏固資料處理流程安全。 

保護資料 

機密運算聯盟（Confidential Computing Consortium，CCC）
正在開發保護資料執行中仍保持機密的長期方案。指導原則中也
有提供短期之內保護並隔離資料的建議，市面上也有不同供應商
的軟體開發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SDKs）可供應
用。 

確保基礎建設的完整性 

確保資料在傳輸和靜止狀態都保持加密乍看簡單，但實行上有很
多地方需要注意。指導原則的第四份文件涵蓋一份詳盡的確認清
單，用來完整檢視支援 5G 代管環境應提供的加密措施。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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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南都聚焦於傳輸安全，不僅因為傳輸安全的要求行之有
年，也因為它比靜態資料的保全策略更容易執行。然而，零信任
架構清楚指出確保資料全程加密以防止洩露的重要。隨著零信任
架構成為主流，對保護靜態資料安全的關心也大幅成長，更出現
許多透過自動化金鑰管理功能以達成靜態資料保護的新方案。 

若成功符合本指南中的相關建議，服務供應業者將能提供滿足零
信任要求、所有環節都加密的完整解決方案，服務使用者也將連
帶受惠。 

信任確保和零信任的其他參考資源 

若讀者本身沒有深厚的技術背景，可能難以理解信任確保和 TEE
的相關主題和文件。作者任職的機構 CIS 最近發布名為「信任確
保的簡單說明」（Trusted assurance simplified）的部落格文
章，希望幫助讀者了解相關議題。 

對很多人來說，達成零信任可能過於困難。本指導原則著重於支
援 5G 基礎建設的雲端代管環境，但類似建議其實也適用於使用
TPM 和 TEE 硬體，且含有容器與小節點群的虛擬環境。這篇部
落格文章以減少攻擊者的潛伏時間出發，說明零信任的重要。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Zero 
trust applied to 5G cloud infrastructure。 

圖片來源：APNIC Blog 

 

#5-1 APNIC文摘—從網際網路核心追蹤 DDoS 攻擊生態系統 

標題 APNIC 文摘—從網際網路核心追蹤 DDoS 攻擊生態系統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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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者團隊開發在網路交換中心（Internet Exchange Point，IXP）
流量資料樣本中，被動推斷 DNS 放大攻擊的方式。比起蜜罐，
使用 IXP 資料可以從網路內部完整觀察到被濫用的放大系統全
貌，以及攻擊者有多擅長放大攻擊。 

摘要 

 

字
數：
1773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Tracing the DDoS attack ecosystem 
from the Internet core，由 Marcin Nawrocki 撰文。 

對網際網路而言，分散式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攻擊是重大且無所不在的威脅。一般而言，網
際網路上約三分之一的活躍 /24 網路，平均每兩年至少會遭受
一次某種形式的 DDoS 攻擊。 

反射性放大攻擊可以簡單且經濟實惠的發動 DDoS 攻擊，因此
很受歡迎。傳統上會利用蜜罐（honeypot）誘捕觀察此類攻擊，
刻意設置弱點吸引攻擊，並記錄所有攻擊活動。然而，蜜罐模式
無法推斷哪些其他基礎建設也被作為放大器利用，以及被利用的
程度，因此在評估如強度等攻擊概況上有所限制。 

為了彌補此缺口，作者於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的團隊與荷蘭特文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漢
堡應用技術大學（HAW Hamburg）共同開發在網路交換中心
（Internet Exchange Point，IXP）流量資料樣本中，被動推斷
DNS 放大攻擊的方式。使用 IXP 樣本的挑戰在於區分正當訊務
和攻擊訊務。但比起蜜罐，使用 IXP 資料可以從網路內部完整觀
察被濫用的放大系統全貌，以及攻擊者有多擅長放大攻擊。 

令人驚訝的是，IXP 和蜜罐偵測到的攻擊幾乎完全不同，僅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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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疊。區區 3 個月內，作者團隊就發現 2,4000 筆蜜罐沒偵測
到的新攻擊。 

以下，作者分享團隊研究發現的關鍵洞見，以及保護 DNS 相應
弱點的建議。 

攻擊者特別愛用大型區域 

首先，團隊調查攻擊者在最大化放大攻擊時是否查詢域名，或其
中還有沒有尚未被使用的潛在威脅。 

使用 OpenINTEL 資料，團隊推定 ANY 查詢的回應數量為 4 億
4 千萬域名（如圖 1）。此推定數量乃基於 DNS 中儲存的累積資
源紀錄數量，並排除常見的軟體或協定限制（EDNS 的 4,096 位
元和 UDP 的 65,536 位元）。 

圖 4、ANY回應的推估數量（位元） 

 

紅色是在 IXP中偵測出被用於攻擊的域名。整體而言，只有 9,048
筆域名的放大因素高於其他在濫用排名上更高的域名，大約佔所
有域名的 0.002%（灰色區域）。這表示攻擊者在挑選域名時，只
專注於放大效果，而不會選擇濫用性質更高的域名。 

建議：盡可能限制區域大小！ 

ANY 查詢（ANY queries）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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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IXP 資料樣本的封包尺寸後，團隊得以確認攻擊達到有效的
放大效果。圖 5 依不同域名，顯示 IXP 觀測到的實際回應數量
頻率。 

圖 5、濫用 .gov 域名（依回應時間分類） 

 

團隊將所有 DNS 查詢類型納入考量，但在攻擊中，僅觀測域名
的 ANY 查詢。大部分域名都呈現雙重或三重的分散模式。 

團隊觀測到接近理論限制的回應群集數量，證明攻擊者能找到仍
允許 ANY 查詢的域名（及關連權威域名伺服器）和放大器。 

不僅如此，更深入的調查顯示，域名快不能用時，回應數量也比
較小。這顯示攻擊者會持續觀察當下有效的放大效果，並在效果
減弱時改用新的域名。 

建議：拒絕 ANY 查詢或強制執行 TCP 失效切換（TCP failover）。 

不好的 DNSSEC 金鑰汰換（key rollover）容易吸引濫用 

 

圖 6 中，虛線表示 EDNS 建議的最大有用負載尺寸（4,096 位
元）。團隊觀測到，預期回應數量會在域名遭濫用於攻擊中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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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且一旦數量下降，攻擊者就會轉向其他域名。 

圖 6、從 OpenINTEL 資料推斷的域名 ANY回應數量 

 

回應數量達到高點後大概會持續兩週，如圖中顯示頂端平坦的部
分。而這現象和域名系統安全擴充（DNS Security Extensions，
DNSSEC）金鑰汰換（key rollover）有關。新的區域簽署金鑰
（zone signing key，ZSK）推出時，由於多筆 DNSKEY 紀錄會
同時出現，回應數量因此將提高。ZSK 替換通常是在軟體中自動
執行，因此會如圖中呈現具有規律。 

RFC 6781 中建議兩種替換方式：事先發布及雙重簽署。雖然有
兩種方式，但事先發布一直以來都被當成實際上的標準做法（在
2020 年，事先發布的實際執行次數高達雙重簽署的 8 倍，也是
大部分 DNS 軟體商建議的方式）。 

事先發布會以「待用」模式推出新的金鑰，也就是說此金鑰還不
能用來簽署 RRset。這是為了讓解析器在正式啟用前先知道新金
鑰。 

雙重簽署則容許兩組啟用的 ZSK，並生成兩組（冗餘的）RRSIG
紀錄簽名。舊的 ZSK 因此可在任何時間退場。但這樣做的缺點，
是區域中簽署數量翻倍，因此容易吸引濫用。 

在 IXP 資料中，團隊發現因為金鑰汰換遭濫用的.gov 域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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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雙重簽署方式。 

建議：以「事先發布」模式進行金鑰汰換！ 

更多細節可參考作者團隊發布的研究論文。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racing 
the DDoS attack ecosystem from the Internet core。 

圖片來源：APNIC Blog 

 

#5-2 APNIC文摘 — 利用 ccTLD 資料研究本地 IXP 影響 

標題 APNIC 文摘 — 利用 ccTLD 資料研究本地 IXP 影響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ccTLD, IXP 

引言 
研究網際網路路由資料常會發現有趣的趨勢。本文中，作者分享
針對 ccTLD 和本地 IXP 交集的研究發現。 

摘要 

 

字
數：
1377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Using ccTLD data to study the impact 
of local IXPs，由 Terry Sweetser 撰文。 

研究網際網路路由資料常會發現有趣的趨勢。本文作者最近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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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使用國碼頂級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的網站和路由。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ISOC）
研究多種脈絡下本地網際網路交換中心（Internet Exchange 
Point，IXP）的影響，而這鼓勵作者進一步探究兩者的交集。 

作者已將研究結果整理成報告發布。此研究使用包含延遲、過路
數（hop count）和自治系統號碼（Autonomous System 
Number，ASN）等技術性資料，但作者發現，ccTLD 使用富含
網路工程師過去常忽視或避免的文化因素。也因此，本報告使用
跨領域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 

資料揭露的重要發現之一，是商業和營運模式在這種等級的分析
上很重要。以工程角度而言，營運模式指的是主機代管公司或網
路如何建置、提供服務。 

某些網路營運業者的營運模式，是他們本身的地理位置在離服務
對象很遠的一兩處。對終端使用者而言，這表示他們無法享受低
延遲；事實上延遲會很高，或他們會需要透過本地 IXP 存取目標
網站，沒有任何好處。 

上述模式的極端反例，則是營運業者部署多個 anycast DNS 及
代理伺服器於多個 IXP。如此一來，他們能保持低延遲，對使用
者來說各種技術指標都很優異。 

除此之外，還有兩種不同的營運模式。 

大型雲端服務供應商標榜「把所有東西送到所有人眼前」、無所
不在，但實際指標差距很大。他們的營運模式並非向客戶販售最
佳化路徑；事實上，客戶可自行決定想採取的路徑。結果是 ccTLD
內容遍佈網路中，不分地區、橫跨全球。 

最後一種，也是最重要的營運模式，是在如日本、馬來西亞及印
尼等國的當地組織。此模式裡文化因素特別明顯，網站都使用當
地語言，域名使用當地 ccTLD，網站主機也都架設於本地的資料
中心。 

本地 IXP 尤其樂見最後一種模式。日本、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延遲
表現指標分別是 6.17ms (91.34%)、 10.78ms (89.6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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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ms (81.59%)。這些數字唯有良好的網際網路互連架構才能
達成。 

作者研究澳洲資料時，很驚訝地發現大部分澳洲網站（以域名數
量計算）主機都設於海外，如新加坡、英國、美國及加拿大。Ng
和 Taneja 的 2019 年研究發現全球可依網路使用類似性，分成
5 個或 18 個群集。若進一步以 5 個群集的基礎分析，則可發現
澳洲使用者瀏覽的網路內容來源，與上述主機位置一致。 

Ng 和 Taneja 的 18 個群集分析中，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國家之
間通常會因網路使用高度類似形成群集，但在此之中，新加坡的
網路使用並不與東南亞地區類似，而更相近於西歐及美國。澳洲
所屬的群集則包括紐西蘭、加拿大、葡萄牙和斯堪地那維亞地區。 

網際網路的本地化是否是影響一國網路使用習慣的可能因素？
資料顯示答案是肯定的。日本、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指標顯示這些
國家的網路內容八到九成都是本地內容，而 ASN 來源分析更顯
示，這些國家的本土企業都積極提供主機代管服務。 

以印尼為例，有 42,909 筆 ccTLD 域名設置於超過 600 個本地
ASN 之上，僅 34,986 筆 ccTLD 域名設置於 75 個外國 ASN。印
尼國內服務供應業者的總市佔率，以八比一的比例遠遠領先跨國
企業和外國營運業者。這也顯示，在地化的概念在 ccTLD 資料
中特別具有意義。 

以 ccTLD 和 IXP 的宏觀角度而言，則可看出，本地互連和本地
主機代管服務的技術維運不僅休戚與共，更仰賴當地企業、本土
內容創作和本地網際網路使用者。 

整體而言，真正加固這些元素彼此之間連結的，是內容和消費者
之間的文化連結。兩者之間連結越緊密，營運模式符合活躍
ccTLD 的技術及文化需求的本地 IXP、主機代管基礎建設和網路
服務供應業者，也將因此雨露均霑。 

根據以上，作者向政府和發展單位提出簡單的建議：若想促成活
躍的本地 ccTLD 使用，最重要的就是本地內容，以及連接所有
國內網路營運業者的本地 I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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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Using 
ccTLD data to study the impact of local IXPs。 

圖片來源：APNIC Blog 

 

#5-3 APNIC文摘 —The path to resolverless DNS 

標題 APNIC 文摘 —The path to resolverless DNS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 resolver 

引言 
本文作者為 APNIC 首席科學家，他利用這篇文章解釋網路怎麼
走到無解析器的 DNS 解析這一步，這為何可能，又對誰來說可
能？ 

摘要 

 

字
數：
1420 

本APNIC文摘原標題為The path to resolverless DNS，由Geoff 
Huston 撰文。 

DNS over HTTPS （DoH）的徵求意見稿（ Request for 
comments，RFC）RFC 8484 提到「server push」。RFC 中對
「server push」模糊帶過，僅警告「必須加倍注意確保被推送
（pushed）的統一資源識別碼（Unified Resource 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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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是客戶提出請求時會送往之處」。 

Server push 其實是在描述「客戶端無需向伺服器提出 DNS 請
求／查詢，HTTPS 伺服器便能傳送一或多個同時包含查詢和答
案的區段」的可能應用。然而，對如此引人入勝的可能性而言，
RFC 中的描述似乎過於模糊難懂。Server push 的做法，也跟我
們熟悉的 DNS 大不相同。 

本文作者為 APNIC 首席科學家，他利用這篇文章解釋網路怎麼
走到無解析器的 DNS 解析這一步，這為何可能，又對誰來說可
能？ 

礙於篇幅，本文將分成上下兩篇，上篇說明傳統DNS及開放DNS
解析服務的興起，下篇則敘述衍生的 DNS 隱私顧慮，以及相應
而生的新興技術，無解析器 DNS 亦是其中之一。 

「傳統」DNS 

作者首先解釋傳統 DNS 的域名解析系統架構。 

通常在描述 DNS 系統架構時，會提到 3 種基本組成元素：本地
解析器（stub resolver）、遞迴解析器（recursive resolver）和
權威伺服器（Authoritative server）。 

在這架構中，DNS 域名解析是由本地解析器將查詢傳至遞迴解
析器，遞迴解析器再將查詢傳送至根區伺服器，並從頂級域名
（Top-Level Domain，TLD）、第二層域名、第三層域名⋯⋯逐層
查詢後，取得回應再經遞迴解析器回傳至本地解析器。 

當然，如果所有 DNS 查詢實際上都如此運作的話，那整個系統
將遲緩不已。當代 DNS 之所以能順暢運作，主要是因為遞迴解
析器會儲存快取，唯有快取中找不到資料時，才會將查詢傳至權
威伺服器。換句話說，一個遞迴解析器越常被使用、收到的查詢
越多、儲存的快取也越多，回應查詢的速度也越快。 

傳統上，這種 DNS 遞迴解析流程會由網路服務供應業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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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開放解析器服務的興起 

然而，以 ISP 為基礎的 DNS 解析做法有些問題。使用者並不為
每筆 DNS 查詢解析付費，也不會把解析效能當成選擇 ISP 的考
量點。對 ISP 而言，這表示 DNS 解析是無法回收的成本，因此
他們不願費心經營或提升 DNS 解析效能，有些業者更試圖透過
別的方式用 DNS 解析牟利，如販售使用者的 DNS 查詢資料。當
然，後者有嚴重的違害隱私疑慮，在某些國家已被列為違法。 

瀏覽器也是傳統 DNS 架構逐漸式微的因素之一。諸如 URL 的普
遍、可以直接在網址欄輸入搜尋文字等，不僅產生安全問題，當
代使用者也因此越來越分不清楚域名和搜尋之間的差異。有些
ISP 在此發現商機；既然使用者無法分辨域名或搜尋文字，不如
就跟搜尋引擎收錢，直接將「無此域名」（NXDOMAIN）的 DNS
查詢回應轉向搜尋結果頁面。 

最受此手法影響的是 Google。Google 穩坐全球搜尋引擎龍頭多
年，而且搜尋服務也一直是該公司的主要資本。Google 手中握
有的搜尋資料，是精準側寫使用者並成功鎖定廣告投放目標的關
鍵，而販售這些資料的收入也是 Google 最主要的財源。 

於是，Google 自己開始提供免費開放解析服務。跟過去小型自
建、不成氣候的解析服務不同，利用公司本身強大的網路基礎建
設，Google 提供的 DNS 解析服務具全球規模，而且他們保證兩
點：一是永遠忠實回傳 DNS 回應，二是 Google 不會利用這些
DNS 查詢作為廣告投放的資料來源，也不會在紀錄中儲存任何
足以辨識個人身分的資訊。 

Google 的 DNS 解析服務快速、管理完善、精準、不篩選資訊，
而且完全免費。Google 也是最早響應、啟用 DNS 安全擴充（DNS 
Security Extension，DNSSEC）的業者之一。不言而喻，Google
的 DNS 解析服務大受歡迎，全球四分之一使用者的 DNS 解析環
境都會用到 Google 服務，雖然只有 14%全球使用者真的以
Google 解析服務為第一首選。 

Google 和其他開放 DNS 解析服務的不同，在於 Google 的商業
模式支持其持續投入資金，維護並改善 DNS 解析服務。投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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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 DNS 解析服務，實質上能強化釐清 DNS 解析和搜尋的差
異，更有助於 Google 進一步鞏固其搜尋引擎霸主的地位。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he 
path to resolverless DNS。 

圖片來源：APNIC Blog 

 

 

#6-1 APNIC文摘 — 邁向無解析器 DNS（下） 

標題 APNIC 文摘 — 邁向無解析器 DNS（下）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 resolver 

引言 
本文作者為 APNIC 首席科學家，他利用這篇文章解釋網路怎麼
走到無解析器的 DNS 解析這一步，這為何可能，又對誰來說可
能？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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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APNIC文摘原標題為The path to resolverless DNS，由Geoff 
Huston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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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系列文章下篇，說明免費開放 DNS 解析服務衍生的 DNS
隱私顧慮，以及相應而生的新興技術，無解析器 DNS 亦為其中
之一。 

DNS 隱私的興起 

然而，公開 DNS 解析服務也帶來另一種隱私和資料完整性風險。
不再使用 ISP 提供的遞迴解析器，代表客戶端本地解析器送出的
查詢，必須經由公共網際網路抵達遞迴解析器。 

本地解析器和遞迴解析器之間的 DNS 交流，使用未加密的用戶
資料報協定（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無法防範竊聽
或中途竄改。本地解析器基本上不會執行 DNSSEC 驗證，所以
無法偵測發現遭竄改的訊息。DNS over UDP 也不執行任何類型
的伺服器驗證，這表示，即使開放 DNS 解析器的位址被路由挾
持轉向別的 DNS 解析器，本地解析器也不會發現。簡單來說，
遠離使用者的 DNS 解析，會產生訊務遭妨礙或監聽等一系列的
問題。 

目前集中於本地 — 遞迴連線加密傳輸的技術包括： 

• DNS over TLS（DoT）：利用 TLS 安全協定建立的加密通
道傳輸資料（RFC 7858）。 

• DNS over QUIC（DoQ）：利用 QUIC 安全協定建立的加
密通道傳輸資料（RFC 9250）。 

• DNS over HTTPS（DoH）：利用加密 HTTPS 安全協定傳
輸資料（RFC 8484）。 

這些做法的相同之處，在於本地解析器能夠驗證遞迴解析器身
份，藉此減緩各種傳輸遭中途攔截的風險。這些做法能成功阻擋
大部分的中途挾持轉向或竄改的威脅，但無法避免竊聽。 

DNS over HTTPS 

如果 DoT、DoQ 和 DoH 都可以有效防止本地和遞迴解析器因網
路中轉被分開的問題，為什麼 DoH 還沒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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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看法是 DoH 根本沒必要。雖然 DoH 有效將 DNS 查詢和回
應藏在 HTTPS 訊務中，有心人士還是可以竊聽緊接的下一筆訊
務以推斷原始的 DNS 交流。更全面的做法是把所有訊務都塞進
一個加密通信中，就像 VPN 一樣，但如果已經使用 VPN 的話，
DoH 其實沒有什麼額外的安全效果。 

DoH 不只和網路訊務一起使用 port 443，還會使用通用 HTTP
快取控制，管理 DNS 回應的本地庫存。HTTP/2 和 HTTP/3 都支
援平行傳輸、重新要求回應和表頭壓縮，應用程式無需使用本地
解析器，可以選擇將 DNS 查詢傳到任何自選的 HTTPS 伺服器。
更重要的是，HTTP/2 和 HTTP/3 都含有 server push： 

HTTP/2 容許伺服器在回應客戶端送出的請求時，連帶預先
傳送（push）另一筆回應（和預期將收到的對應請求）。 這
在使用者知道客戶會需要多筆回應以完成原始請求時很有
用。（RFC 7540） 

HTTP/3 中也有類似功能： 

Server push 是一種互動模式，容許伺服器在預期客戶端將
提出請求時，事先將該筆查詢和回應同時推送（push）給客
戶端。這種做法是用網路用量交換降低延遲。HTTP/3 的
server push 和 HTTP2 類似，但使用不同機制。 

每筆 server push 都有伺服器指派的單一推送 ID。此推送 ID
是用來在 HTTP/3 連線的不同脈絡中指涉此「推送」（push）。
（draft-ietf-quic-http） 

這表示伺服器在回傳 HTTP 查詢回應時，可以同時將未查詢的
HTTP物件打包傳送到客戶端。傳統上，這些物件可能包含 HTML
樣式表、圖片和其他元素，現在有了 DoH，物件中還可以多加上
HTTP 包裹的 DNS 回應。如此一來，客戶端可以直接使用 DNS
回應，無需再經歷 DNS 解析和衍生的延遲或隱私問題。 

但客戶端仍面臨一個問題：他怎麼知道伺服器推送的是真實的
DNS 回應？雖然傳送路徑已經加密以防止第三方竊聽或偷換，
但仍無法保證伺服器傳送的 DNS 資訊正確。當然，這種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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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非無解析器 DNS 所獨有。 

目前唯一能解決此問題，確保來源真實的方案是 DNS 安全擴充
（DNS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若查詢域名有 DNSSEC
簽署，則無論客戶端是透過 server push 或傳統的 DNS 解析流
程取得回應，都可確認資料為真。 

在傳統 DNS 解析流程中，若域名有 DNSSEC 簽署，客戶端還需
經歷一系列驗證確認後回傳等繁瑣步驟，這會拉長整體解析時
間，也因此本地解析器很少執行DNSSEC驗證。在DoH的 server 
push 模式中，上述驗證確認回傳等需要的物件，則都由伺服器
這邊推送。後者顯然可以提升使用者體驗，但問題是使用者實際
上也難以確認伺服器聲稱的 DNSSEC 簽署是否屬實。 

為什麼無解析器的 DNS 引人興趣？ 

作者認為，這要從網際網路的經濟版圖變化談起。 

現在的網際網路，是靠提供內容和服務創造經濟價值。奠基於通
用基礎建設和協定層的免費穩定上，應用層持續開發商機並回收
利潤。這造成的問題是通用基礎建設缺乏改善演進的動機，而應
用層等不及底層架構跟上自身需求，於是把所有問題帶到應用層
上，自行試圖在客戶端解決。 

無解析器 DNS 就是此情境下的產物。這個做法不會改變 DNS 的
通用基礎架構，只是改變應用程式使用 DNS 的方式，藉此強化
應用程式對使用者經驗的掌控。 

過去十年來，網際網路變得更快也更強健： 

• 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的應
用把內容和服務帶到使用者身邊。 

• 能善加利用平行傳輸的非封鎖式傳輸協定（如 QUIC）出
現。 

• TCP 和許多網路行為持續調整，創造更快、效率更高的網
路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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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 現在承載更多資訊（如 HTTPS 紀錄），所以服務可以
更快啟動。 

然而，在這些改善演化中，唯有 DNS 仍停滯不前。事實上，DNS
仍是遲緩、隱私洩露、不明原因失敗等諸多問題的來源。 

無解析器 DNS 不會一次解決所有 DNS 的問題。這本來就是不可
能的任務。但以 HTTPS 為基礎的應用程式和服務能因此取得大
部分應用程式與服務品質的掌控權。它會比傳統 DNS 快很多。
它可以大幅淡化客戶終端在傳統 DNS 解析流程中的角色。它也
可能用來降低失敗頻率。基於這些原因，作者認為，無解析器
DNS 會是 DNS 演化進程中，值得關注的一步。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he 
path to resolverless DNS。 

圖片來源：APNIC Blog 

 

#6-2 APNIC文摘 — 減少 IP 位址浪費	

標題 APNIC 文摘 — 減少 IP 位址浪費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IPv4 

引言 
本文介紹 IPv4 單播擴充專案（ IPv4 Unicast Extensions 
Project）。本專案希望解放約 6 到 7%的 IPv4 位址空間，以回應
IPv4 位址稀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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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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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Cutting down on IP address waste，
由 Seth Schoen 撰文。 

本文作者 Seth Schoen 在今年 APRICOT 2022 APOPS 議程中，
簡報了 IPv4 單播擴充專案（IPv4 Unicast Extensions Project）。
本專案希望解放約 6 到 7%的 IPv4 位址空間，以回應 IPv4 位址
稀缺的問題。 

1980 年代 IPv4 剛萌芽時，某些決定讓一批位址變得「特別」，
無法做為一般用途使用。即使這過去決策基於的緣由過去幾十年
來都沒有發生，這些位址至今仍享受特別待遇。對 Schoen 來說，
這也代表一批數量難以忽略的位址資源因此浪費了。 

其中一種看待位址空間的方式，是關注 32 位元 IPv4 位址的位
元模式，如何對應不同的位址類別（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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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Seth Schoen 及團隊希望開放的位址類型及範圍 
如上圖所示，本專案希望開放的 IPv4 位址類別包括： 

• 所有 IPv4 子網路中最低的位址（lowest address） 

• 240/4（除 255.255.255.255 之外） 

• 0/8（除 0.0.0.0 之外） 

• 127/8（除 127/16 之外） 

Schoen 的提案希望將這些位址定義為一般單播位址，而非過去
的保留、無效或回送位址。上述目前不開放的位址當初都有各自
不開放的理由，也因此，更動並開放這些位址也帶來不同的挑戰
和機會。 

挑戰與機會 

開放最低位址，會移除所有本地網路中重複的的歷史廣播位址。
此做法需要的變動最少，僅需當事人於本地網路中更改軟體設定
即可。由於現行網路標準只在子網路中賦予最低位址意義，開放
後可用的位址，本地網路外的外部主機也不需更改軟體設定，就
可直接使用。這也表示，任何通過 EC2 連線測試（EC2 
reachability test ）可連接主機的人，都可以連接到其他網路中
的.0（或其他最低號碼）。 

此變動的好處極多，如每個大於/31 的 IPv4 子網路都將因此多
出一筆位址。此做法亦無需位址政策實施程序，只要允許各單位
做一個步驟，就可全面提升他們使用既有分配到 IPv4 區段的效
率。 

其他做法則需要 IPv4 目前使用的軟體變動，但 Schoen 指出，
許多調整都已經很常見，如大多數主機就都已支援 240/4。目前
Linux 和 FreeBSD 都已經可支援最低位址開放所需的調整，
OpenBSD 則多年前就已適用。 

不少公司已經正在或考慮非正式地以私人位址空間擴充使用
240/4，因為很多裝置已經容許此用法。將 240/4、0/8 和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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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可路由位址空間使用，無論是公開或私下，的確會出現政策
問題（如這些區段分別能否、何時、如何正式作為公開或私人位
址空間使用）。比起探討這些政策問題，Schoen 和團隊更著重在
說服更多實施相關方更新軟體，最大化這些位址的相容性，如此
一來，一旦網路社群就上述政策問題達成共識，便能立即啟用這
些位址。 

雖然 Schoen 和團隊希望隨著相容性問題解決，這些位址最終能
在公共網路中使用，但他們也了解，正式或非正式地以私人位址
空間使用這些位址，對網路營運方仍有價值。 

針對此提案的反對和顧慮很多，有些人擔心現行系統很大一部分
都已經在程式上寫死了必定視這些位址無效並拒絕。也有人擔心
此提案將威脅或妨礙 IPv6 的部署。針對前者，Schoen 建議無論
如何先開始動作，盡力最大化未來位址開放後，能利用的價值和
空間。針對後者，他們則堅持這是偽命題——改善 IPv4 位址供
給不應被視為對 IPv6 的攻擊，任何單位也不應因此就不部署
IPv6。 

就算是已經大量部署 IPv6 的單位，也可能基於多種原因仍需要
IPv4 空間。Schoen 認為這樣的狀態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這
也是他們積極推動開放這些 IPv4 位址的原因。 

事實上，Schoen 的提案並非首創。如 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在解析 2021 年 IP 位址使用發展的文章（IP addressing 
in 2021）中，就指出此議題在過去 15 年內反覆出現，不乏希望
直接開放此類位址（又稱「Class E」）使用的 IETF 草案，也有持
反對意見，主張開放 Class E 將導致實施問題的草案。 

Huston 進一步指出，開放 Class E 的提案總會默默沈寂。一方
面可能是因為缺乏時間和資源投入此議題，也可能是普遍認為開
放 Class E 難以彌補 IPv4 耗竭的現實，不如推動 IPv6。每過一
段時間，類似提案又會出現，但在數場內容雷同的辯論後，往往
又消聲匿跡。 

如對 Schoen 的提案有興趣深入了解，可點此觀賞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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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COT2022 的簡報影片。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Cutting 
down on IP address waste。 

圖片來源：freepik 

 

#6-3 APNIC文摘 — 太平洋的海纜政治（上）	

標題 APNIC 文摘 — 太平洋的海纜政治（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海纜 

引言 
政治緊張關係不僅限於行動通訊和寬頻網路，太平洋地區的海纜
也深受政治地緣拉鋸影響。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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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The politics of submarine cables in 
the Pacific，由 Geoff Huston 撰文。 

網際網路誕生早期，曾有一種天真的理想主義，認為網際網路可
以超越廉價的政治遊戲。這種想法的最佳範例是 John P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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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low 在 1996 年發布的《網路空間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然而，當網際網路成為
電信產業主流，這些早期的理想終將幻滅。通訊產業涵蓋大量活
動，市值高達三兆美元，這個產業的高度政治化無可避免。 

通訊科技早期的政治角力集中於大西洋。如歐洲採用泛歐數位行
動電話系統（GSM）技術，美國則擁抱分碼多重進接（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CDMA）系統。起初 Nokia 是行動
通訊業界唯一龍頭，歐洲因此佔上風。然而，隨著智慧型手機成
為主流，Apple 的 iPhone 和 Google 的 Android 主導市場，形
勢又轉回美國手中。 

近幾年來，太平洋地區成為角力的主要場域。 

包括美國、澳洲、紐西蘭，以及最近期的加拿大，都宣布國內通
訊服務，尤其是 5G 行動通訊網路建設，將限制使用中國供應商。
若干中國最大的科技和電信公司，最近幾年都遭美國及西方國家
基於國安因素抵制。此類政治緊張關係不僅限於行動通訊和寬頻
網路。太平洋地區的海纜也深受此政治地緣拉鋸影響。 

海纜模型 

在電信時代，投資海纜是控制開放的過程。海纜建設通常由數個
電信公司組成集團，成立一個負責海纜建設營運的事業體，並由
參與公司擔任股東。海纜的路線反映這些股東的最大共同利益。
這條纜線可能是單一纜線系統或分段式系統，也可能是支援多條
點到點服務的多點纜線系統。 

過去海纜營運之所以大多透過集團形式，主要是因為電話世界供
應和需求的不對等。人口增加、不同形式的雙邊貿易增加，以及
相關服務的價錢漲幅是影響電話通訊需求的主要因素，而此需求
成長缺乏彈性漲幅。供應面而言，電纜系統固定成本極高，但海
纜容量變動成本相對非常低。基於以上，最經濟實惠的做法，就
是建造當下傳輸技術能支援的最大容量系統。 

若新海纜一次就把系統容量提升到完全不同的等級，會破壞市場
和價格，導致泡沫化循環。另一方面，即使供應方有能力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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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海纜容量，若需求維持微幅成長，則難以確保新海纜系統的財
務穩定。 

集團承包海纜工程的模式是為了弭平供應與需求的不對等。多家
公司持股的海纜公司在高容量海纜佈建完成後，會依需求微幅釋
出容量，同時保持價格穩定。持股的各家公司會與海纜公司簽訂
15 到 30 年的合約租賃海纜容量（又稱不可廢除使用權，
Indefeasible Right of Use，IRU），如此一來，此共同持股的集
團事業體在負責提供各家公司海纜容量的同時，各家公司也有義
務共同負擔海纜公司的營運成本。 

在電話世界裡，此營運模型常使用「半迴路」模式。每筆 IRU 只
擁有半個迴路的使用權，必須與另一筆半迴路 IRU 配對才能順
利運作。這個模式有效確保兩家公司真正聯合並平等持有此完整
IRU。然而，在網路世界中，這種營運模式無法存活。自 1990 年
代起，網路基礎服務需求的成長倍數已超過 11 位數，跟電話通
訊需求的平緩成長曲線說是天壤之別。 

電話海纜的半迴路 IRU 的配對營運模式也不符需求，在網際網
路時代中，一家公司能獨自擁有整副迴路，甚至開始出現單一公
司包辦海纜建設的案例。 

然而，海纜系統還是有某些方面沒有改變： 

• 地質。海纜斷線非常嚴重且代價高昂，能避免就避免。最
理想的海纜路徑，應避開所有地理活動頻繁的深海地段。
活躍海底裂谷帶、斷層帶，以及任何海底地滑好發的地帶
都應盡力避免。一般而言，海纜應該建立於深海底，水域
太淺容易導致海纜遭其他海上活動干擾。 

• 距離。越短越好。在電話通訊中，只要端到端延遲低於 300
毫秒，就能確保通話兩端的體感即時。電腦對速度的要求
則遠高於此，每一毫秒都很重要。也因此，海纜路徑越短
越好。 

• 國家領域和政治。國家司法管轄區域並不止於海岸，而會
延伸至海域和海底。1982 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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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規定國家領海為平均海岸低潮線（又稱基線）起
延伸 12 海里的水域。對沿海國家而言，基線出發延
伸 200 海里的範圍，或 350 海里內的大陸棚地區，還可
主張專屬經濟區。對海纜而言，這表示一旦海纜進入此區
域，就必須要求專屬經濟區所有國的許可。除此之外，任
何此區域內的建設工程或維修營運也都需要取得該國政府
許可。 

本篇為系列文章上篇，介紹海纜建設的模型和限制。下篇將介
紹太平洋地區的海纜系統。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he 
politics of submarine cables in the Pacific。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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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APNIC文摘 — 太平洋的海纜政治（下）	

標題 APNIC 文摘 — 太平洋的海纜政治（下）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海纜 

引言 本篇為系列文章下篇。上篇介紹海纜建設的模型和限制，本篇
則介紹太平洋地區的海纜系統。 

摘要 

 

字
數：
1881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The politics of submarine cables in 
the Pacific，由 Geoff Huston 撰文。 

本篇為系列文章下篇。上篇介紹海纜建設的模型和限制，本篇
則介紹太平洋地區的海纜系統。 

多年來，太平洋是所謂的「轉運區」，許多沿岸大國在此建造端
對端纜線系統以提供互連。主要節點包括北美西岸、日本、香港
及新加坡。 

這造成太平洋中的「兩種速度」：大國之間有高容量、低延遲的
海纜互聯，其他太平洋國家則只能使用衛星系統。一直到非常最
近，才開始出現為其他較小國家建立高速光纖連線的海纜計畫。 

下圖為目前太平洋地區的海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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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亞太地區海纜建設 

此地區的海纜連線主要據點為香港、新加坡和日本。許多海纜都
位於南海並經呂宋海峽。新加坡扮演海纜東西間閘道的角色，除
了少數例外，大部分跨太平洋海纜都使用日本和美國之間的路
徑。 

近期的太平洋海纜計劃 

內容網路的興起及雲端服務轉型，大幅提升對電信服務供應容量
的要求，也帶來擴建亞太地區海纜的機會。然而，此情形也揭露
美國和中國之間某些未解決的衝突。以下作者透過近期的海纜提
案，解析其中凸顯的中美衝突。 

索羅門群島海纜 

亞洲開發銀行 2012 年宣布將援助在 PPC-1 海纜上建立支線，連
接索羅門群島與雪梨的建設案。由於建設工程進度緩慢，索羅門
群島在 4 年後成立國有海纜公司，決定自己與廠商交涉，亞銀因
此收手不再支援此計畫。2017 年 7 月，華為海洋宣布與索羅門
群島簽訂合約，負責建設連接荷尼阿拉和雪梨之間的海纜。 

但澳洲不想要來自中國的設備與自家網路連線。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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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宣布珊瑚海電纜計畫（Coral Sea Cable system），此
計畫由澳洲公司 Vocus 負責，建立巴布亞紐幾內亞和索羅門群
島至澳洲的海纜。此工程由法國公司 Alcatel Submarine 
Networks （ASN）擔任供應商，並於 2019 年 12 月完成建設。 

東密克羅尼西亞電纜 

世界銀行和亞銀在 2017 年宣布將延伸關島、密可羅尼西亞和馬
歇爾群島之間的既有纜線（HANTRU-1），連接密可羅尼西亞的
柯斯雷島、彭佩島、諾魯和吉里巴斯首都塔拉瓦。法國 ASN 、
華為海洋和日本 NEC 都參與競標此案。 

2020 年底路透社報導，美國警告華為海洋以極低價格競標，可
能為太平洋島國帶來安全威脅。報導中引用諾魯過去因相同顧慮
而拒絕華為海洋的案例，指出所有中國企業都必須配合中國情報
安全單位，以及太平洋地區可能因此受到的安全威脅。此建設案
因此陷入僵局，最後於 2021 年中撤銷。 

澳洲、日本和美國在 2021 年 12 宣布，將建立一條新纜線連結
上述地點至 HANTRU-1，此情境宛若索羅門群島海纜事件重演。 

太平洋光纖網路 

此建設由 Google、Facebook 和中國鵬博士合資，希望建立當
時（2018）容量最高、也是首條直接連接洛杉磯和香港的纜線。
建設於 2018 年完工，但美國司法部以「國安法嚴重破壞香港自
治，法律限制將容許中國在香港的登陸點收集美國通訊訊務」為
由，禁止美國端與香港的連線。 

2022 年初，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核發許可，啟動連接洛杉磯、菲律賓巴萊
爾和台灣頭城的光纖纜線。 

香港美國纜線（HK-A） 

HKA 海纜原計劃建造 6 對光纖連線，連接香港、台灣和美國。
此建案由 Facebook、中國電信、中國聯通、RTI Express 和印度
Tata Communication 及澳洲 Telstra 合資。供應業者則是 A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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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程於 2018 年公告，但在 2021 年 3 月撤銷向 FCC 提交的海
纜許可申請。 

香港關島海纜（HK-G） 

香港關島電纜系統於 2012 年提案，但於 2020 撤回向 FCC 提交
的許可申請。 

BtoBE 

BtoBE 由中國移動、Facebook 和 Amazon 集資。此海纜預計連
接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和美國，建設供應商為日本 NEC。此
提案在 2020 年 9 月撤銷向 FCC 提出的許可申請。 

下一輪海纜建設 

太平洋地區對更高容量網路建設的需求持續成長，但美國不核可
連至美國電纜另一端落地中國或香港的情況一日不變，南海的國
際衝突不解決，所有跨太平洋的海纜提案都必須經日本的北邊路
線，或更往南經婆羅洲連結到新加坡。 

Apricot 

Apricot 計畫長達 12,000 公里，將縱貫西太平洋，連接日本、台
灣、關島、菲律賓、印尼和新加坡。此工程由 Facebook、Google、
NTT、中華電信和菲律賓 PLDT 集資。建設供應商為 NTT。 

Echo 

Echo 將連接新加坡、印尼和美國，並有分支連線連接關島。系
統將由 NEC 供應，Google 和 Facebook 則各持有一半海纜容
量。此海纜預計於 2023 年開始運作。這也是第一條直連新加坡
至美國的海纜。 

Bifrost 

Bifrost 將連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和美國，並分支連接關島。
此海纜建設供應商為 ASN，預計於 2024 年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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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跨太平洋海纜新建案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如何面對這些改變。這不只是海纜路線，或中
國科技公司如華爲或中興未來如何自處的問題，更牽涉到中國的
數位巨頭如阿里巴巴或騰訊，未來如何經營全球廣大數位市場的
問題。 

綜觀歷史，任何跨時代的新科技都會帶來劇烈的社會變動，推翻
舊秩序的同時造成許多不穩定。在這種時候，作者認為，企圖預
測未來其實無異於臆想猜測。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he 
politics of submarine cables in the Pacific。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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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APNIC文摘 — 調查日本的 DNS 濫用 

標題 APNIC 文摘 — 調查日本的 DNS 濫用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 濫用, 日本  

引言 
本文作者今年 4 月出席亞太 DNS 論壇的「APAC 的 DNS 濫用：
真實經驗觀點場次，分享自身在亞太地區及國內經歷過的 DNS
事件，期望透過這些分享，共同強化減緩 DNS 安全威脅。 

摘要 

 

字
數：
1094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Investigating DNS abuse in Japan，由
Shoko Nakai 撰文。 

日本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JPCERT/CC）每天觀測 DNS
濫用事件及相關發展。如同其他 CERT，JPCERT 也會與當地及廣
泛安全社群分享濫用事件特徵和趨勢，希望協助安全服務供應業
者改善服務，DNS 服務供應業者則能因應採取措施。 

本文作者今年4月出席亞太DNS論壇（APAC DNS Forum 2022）
的「APAC 的 DNS 濫用：真實經驗觀點」（Real Life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DNS Abuse in APAC）場次，分享自身在亞太地區
及國內經歷過的 DNS 事件，期望透過這些分享，共同強化減緩
DNS 安全威脅。 

釣魚及域名挾持 

由於難以透過外部觀察偵測，DNS 攻擊引發的安全事件通常很
難調查或回應。JPCERT 身為協調中心，試圖透過歷史資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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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或被影響的組織資料，以及其他夥伴單位提供的資料，以了
解整體狀況。事後調查所取得的攻擊事件細節，則用來防止未來
類似的事件發生。 

日本境內最常見的兩種 DNS 相關事件是釣魚網站和域名挾持。 

JPCERT/CC 在 2021 年就收到 44,242 筆事件通報，其中超過半
數與釣魚網站有關。其中一件本文作者在亞太 DNS 論壇分享的
事件中，攻擊者的目標是主機代管服務供應商。 

 

Figure 1 — 釣魚攻擊時間線（從偵測發現到緩解）。代管主機公
司一偵測到釣魚活動，馬上修正 DNS 資訊並通知相關網路服務
供應業者（ISP）。 

在此事件中，攻擊者改掉某個使用者的 DNS 資訊並註冊一個假
的附屬域名，並在攻擊對象的主機上架設釣魚網站，同時 JPCERT
也發現增加寄件人政策框架（Sender Policy Framework，SPF）
註冊資訊的惡意 TXT 紀錄。 

JPCERT 推測攻擊者新增 SPF 紀錄是為了避免惡意郵件被發現。 

作者在論壇中分享的另一個案例，是瞄準日本國內虛擬貨幣生意
的域名挾持攻擊。 

基於被動 DNS 資訊，作者與其 JPCERT 的團隊，分析攻擊者如
何覆寫目標公司的域名伺服器（name server，NS）資訊，並控
制改換該 NS 的路由，藉此竊取資訊。 

調查中，作者團隊發現惡意的郵件交換（mail exchange，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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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他們推測此攻擊的背後發動人假冒員工取得資訊，但他
們目前仍不清楚攻擊動機。 

主動積極面對 DNS 安全 

DNS 營運方有很多方法能更積極地保全 DNS 免於攻擊。 

在亞太 DNS 論壇的場次中，與談人都同意註冊管理機構鎖
（registry lock）是保護域名最好也最簡單的安全預防措施。此
功能可以鎖住所有域名相關資料，註冊管理機構和受理註冊機構
欲更動資料時，也必須通過額外驗證程序。 

該場次中，與談人也討論同時使用域名系統安全擴充（DNS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及域名驗證技術，以偵測釣魚
電子郵件及類似攻擊，會比其他設置難度門檻較高的電子郵件安
全協定如 SPF、域名金鑰認證（DomainKeys identified email，
DKIM）和域名為本的訊息驗證、通報及一致性（Domain-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Reporting & Conformance ，
DMARC）等更有效。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Investigating DNS abuse in Japan。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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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APNIC文摘 — 讓安全更簡單 

標題 APNIC 文摘 — 讓安全更簡單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網路安全, 資訊安全 

引言 
隨著安全概念向「零信任」轉型，安全管理也必須進入每個微小
的環節。如何推動安全轉型並建立管理架構模式，將決定未來供
應鏈管理的安全。 

摘要 

 

字
數：
1126 

本 APNIC 文 摘 原 標 題 為 Making security simpler for 
organizations big and small，由 Kathleen Moriarty 撰文。 

過去幾年來，我們看到更多各種不同規模的組織單位面臨網路安
全威脅，包括試圖找出侵入點以取得更大範圍權限的攻擊。雖然
供應鏈攻擊並不一定比其他類型的攻擊更厲害，但此類攻擊帶來
的危害不可否認日益嚴重。 

越來越多包括美國行政命令、歐盟國家制令等政府命令要求內建
安全和常態性管理。許多缺乏資源的組織單位往往選擇利用雲端
代管環境達到安全目標，然而這些代管環境也需要安全控管資
源。除此之外，不同平臺的控管機制也大不相同。 

要求供應商內建安全機制的趨勢，也呈現安全管理規模化的機
會。隨著安全概念向「零信任」轉型，安全管理也必須進入每個
微小的環節。如何推動安全轉型並建立管理架構模式，將決定未
來供應鏈管理的安全。 



787 
	

本文作者 Kathleen Moriarty 為網路安全中心（Center for 
Internet Security，CIS）技術長，在加入 CIS 之前，Kathleen 是
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
的安全主任。投身協定演進研究的同時，他也找到讓安全更簡單
的方法，並將發現集結成書《資安轉型：最佳化五種並行趨勢以
減 少 資 源 流 失 》（ Transform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Optimizing Five Concurrent Trends to Reduce Resource 
Drain）出版。書中指出當代軟體和執行系統安全架構的不足之
處，包括使用外加安全產品的慣例。 

有感於許多資源不足的組織單位難以建立有效的安全控管架構，
Katheleen 最近發布的 CIS 白皮書《簡化安全》提出範例，說明
如何有規模地自動化供應商安全機制的基礎控管區域。白皮書內
容聚焦於資產管理、軟體資產管理，以及資產購入及後續管理的
系統態勢安全保證。在規模化建置的前提下，文件中列舉有民主
化安全機制潛力的技術、協定和開源專案。 

Kathleen 在今年 3 月的 RSA 會議中，主持了一場「讓安全更簡
單」的座談。與談人包括 Dell、RedHat、Cisco 及 Microsoft 代
表，討論未來 5 年內如何促進內建安全規模化的轉型。其中特別
值得紀錄的亮點包括： 

• Dell 代表 Rudy Bauer 分享 Dell 安全元件驗證（ Secured 
Component Verification，SCV） 專案，加強確保使用驗
證技術的供應鏈安全。此專案顯示供應商有能力確保產品
符合既定政策及量測規範，進而確保產品售出後，無需購
入方多餘的持續管理監控，程式啟動過程也值得信任且安
全。 

• Microsoft 的 Kay Williams 分享 Microsoft 在發現新弱點
時，用來更新客戶機器的平臺。過去幾年來修補程式改善
很多，供應商可以全面自動化修補過程，客戶方幾乎不再
需要在自身環境進行分散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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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Hat 的 Luke Hinds 表示，RedHat 持續和 SigStore 開
源專案合作，開發用來簽署、發布軟體物料清單（Software 
Bill of Material，SBOM）開源程式碼。 

• Cisco 的 Tony Jeffs 指出產品開發環境是入侵的管道之一，
隨著威脅樣態演變，Cisco 了解到規模和敏捷度的重要。他
認為必須結合中央化安全架構及隱私保護，確保這些層面
的一致性。此過程應從自動化資產清單開始，建立一系列
控管原則，並在過程中自動化減緩風險。 

這場座談以 Kay Williams 強而有力的發言作結。他表示：「安全
如同淨水與清淨的空氣，一般個人應可視此為理所當然。」 

Kathleen 認為這也應該是未來產品安全的基本，安全對所有人
來說都應該變得更簡單。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Making 
security simpler for organizations big and small。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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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PNIC文摘 — 因應當代 DNS 挑戰	

標題 APNIC 文摘 — 因應當代 DNS 挑戰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 

引言 

〈面對當代 DNS 挑戰：全方位教學手冊〉基於作者團隊本身的
DNS 研究成果、營運經驗，以及他們對 DNS 相關 RFC 和學術研
究的認識，說明當代 DNS 的樣貌，並指出 DNS 相關的關鍵安全
議題。 

摘要 

 

字
數：
1789 

本 APNIC文摘原標題為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DNS，由 Moritz Müller 撰文。 

本文作者在荷蘭特文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的團隊今
年初與英國網路科技公司 sinodun 共同發表〈面對當代 DNS 挑
戰：全方位教學手冊〉（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DNS: A comprehensive tutorial）。目標讀者是想更了解 DNS 的
技術人員，本文將概略介紹手冊內容，並提出 DNS 目前面臨的
挑戰。 

了解 DNS 現況並非易事。大部分網路上的 DNS 教學都只介紹基
本運作原理，只有極少數會提及如 DNS-over-HTTPS（DoH）或
DNS 集中化等當代發展。另一個問題則是以 DNS 為主題的正式
文件，數量實在過於龐大。在 DNS 發展初期，定義此系統的 RFC
動輒高達百頁，至今更累積超過200份文件，相關說明高達3,500
多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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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團隊推出的教學手冊就是為了克服以上問題。本手冊基於作
者團隊本身的 DNS 研究成果、營運經驗，以及他們對 DNS 相關
RFC 和學術研究的認識，說明當代 DNS 的樣貌，並指出 DNS 相
關的關鍵安全議題。 

手冊中列舉 DNS 實踐的最新進展，包括 DNS 訊息加密、DNS
基礎架構越來越集中化的現象，以及此現象如何影響 DNS 的功
能和使用者、維運、開發和研究人員。手冊中也說明如何透過大
規模量測觀察 DNS 的變化進展，並說明兩種不同的量測方式：
從「外側」查詢 DNS 的主動量測（如 OpenINTEL），以及搜集
DNS 伺服器上資料的被動量測（如 ENTRADA）。手冊中也說明
如何設定量測及不同量測方式的優缺點。 

除了當代 DNS 的實際運作現況外，手冊中也針對 DNS 的機密
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以及濫用因應等 DNS 的 4 大關鍵安全挑
戰，提出現有的解決方案，並指出仍存在的挑戰。以下依序簡要
說明： 

機密性 

DNS 訊息預設以明文傳送，而這造成很多安全和隱私問題。目
前也有多種方式減緩這些問題，如所有主流開源解析器軟體業者
都支援 QNAME 最小化，藉此減少 DNS 解析流程分享的資訊。
也有利用 TLS（直接或嵌入 HTTP 或 QUIC）加密 DNS 訊息的技
術。  

當然，這些解方仍未臻完美。社群目前仍在找尋方法，讓客戶端
自行發現，並與提供加密傳輸的解析器建立安全連線。另一方面，
雖然 QNAME 最小化已相當普遍，但遞迴解析器的查詢機密性
也仍是個問題。Oblivious DNS over HTTPS（OdoH）或 Apple
的 Private Relay 或可解決上述問題，但會影響效能。 

完整性 

原則上而言，DNS 數年前就已達到完整性要求。DNS 安全擴充
（DNS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在 2005 年就已標準化
並安裝於上百萬筆域名和遞迴解析器。然而，DNSSEC 簽署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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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應由送出請求的客戶端，而非遞迴解析器驗證。也唯有如此，
無解析器 DNS（Resolverless DNS）等新技術才有可能實現。 

另一即將出現的挑戰，是量子電腦及其可能對 DNS 訊息完整性
帶來的威脅。量子電腦的發展或對 DNS 的實際影響都仍屬未知，
但作者團隊認為，現在就應該開始討論如何在量子世界中保護
DNS 安全。 

可用性 

由於在網際網路中扮演關鍵角色， DNS 中的資訊必須可以隨時
供任何人使用。DNS 協定本身就有多個供維運人員加強 DNS 系
統靈活性的方式，例如他們可以把區域檔案複製放在多個域名伺
服器上，以降低負載並加強可用性。遞迴解析器若遇到沒有回應
的伺服器，就會自動找到另一個伺服器取得資訊。 

但阻斷服務（Denial of Service，DoS）攻擊仍是威脅，而將 DNS
服務集中於少數供應方的因應方案，雖然表示供應方因此有更多
資源投入於防範攻擊，但這也造成 DNS 生態系統集中化的問題。
集中化不僅有隱私上的顧慮，更會擴大服務斷線的影響範圍。因
此，我們仍必須持續尋找改善可用性又能避免集中化的解決方
案。 

濫用 

濫用域名以發動網際網路上的惡意行為仍是一大問題。手冊中也
提及偵測、減緩域名濫用的現行方案。然而這些解決手段並不長
效，也無法防禦所有類型的攻擊。還有些 DNS 濫用的問題其實
來自協定本身的設計，如仰賴 UDP 傳輸反而助長欺騙
（spoofing）攻擊。DoH 和 DoQ 雖然某種程度上能解決這問
題，但基於對效能的影響，仍無法大規模部署。 

有時針對某一挑戰的解方，反而又造成新的問題。如加密 DNS
訊息是為了解決機密性的問題，但維運人員也怕這樣反而讓偵測
DNS 濫用行為變得更困難。 

其他域名系統帶來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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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DNS 是網際網路上唯一普及的域名系統，但的確還存在別
的域名系統。手冊中也檢視以區塊鏈為基礎，如 SCION 和 NDN
等其他域名系統，探討這些域名系統是否能應付 DNS 的挑戰，
或帶來新的靈感。 

點此可線上閱讀手冊全文，或下載 PDF 檔案。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DNS。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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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PNIC文摘 — 團結力量大	

標題 APNIC 文摘 — 團結力量大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FIRST, security 

引言 

事件應變及安全團隊論壇（The Forum of Incident Response 
and Security Teams，FIRST）定期舉辦年度會議，宣導全球電
腦安全事件通報團隊（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CSIRT）互助協作的重要。 

摘要 

 

字
數：
1566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Strength together > weakness apart，
由 Andrew Cormack 撰文。 

事件應變及安全團隊論壇（The Forum of Incident Response 
and Security Teams，FIRST）定期舉辦年度會議，宣導全球電
腦安全事件通報團隊（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CSIRT）互助協作的重要。今年的年度會議於 6 月 26 日
至 7月 1日於愛爾蘭都柏林舉行。本篇為作者 Andrew Cormack
針對會議期間，與本次會議主題「團結力量大」（Strength 
Together）相關的場次留下的心得紀錄。 

信任還是互惠？ 

今年 FIRST 會議的主題是「團結力量大」。Cormack 提到，自
1999 年他首次參與會議開始，大家都同意合作的基礎是「信任」。
然而，信任極難定義，律師、電腦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對信任的解
讀都不一樣。他於是開始思考，是否可以從別的角度去看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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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件應變。 

Cormack 分享，他開始加入全球事件應變社群時，為了盡快融
入、不冒犯他人，花了很多時間觀察別人。他因此發現大部分的
關係其實是建立在「如果花時間在你身上對我有好處，我就願意
花更多時間」。這種合作關係可能會催生信任，但實際基礎仍是
互惠。 

有些人可能認為「信任」和「互惠」只是語意上的差異，但
Cormack 認為這個區分很重要。誠如會議中 Wendy Nather 的
專題演講所指出，一個組織下一次遇到的安全慘案可能來自另一
個他完全沒聽過的單位——某個無名軟體程式館、某個安全供
應鏈中的廠商，或某個僅是基於組織周邊功能需碰到資料的處理
者。在這個全球服務供應商會因為網路攝影機遭駭而停擺的世
界，「團結力量大」的概念需要大幅擴及那些我們沒有建立信賴
關係的人或群體。在緊急事件中，「是否值得信任」的標準或許
太高了。Cormack 認為，「其他人或團體知道對方」是更適當的
基準。 

他更指出，在艱困時期，動輒提出「信任」或「社會責任」，反而
可能弱化合作的重要。贏得信任難，失去信任卻容易。當合作事
關組織營運，失去合作關係的後果將難以承擔。會議中，某場座
談提到「社會責任」應是分享資訊的動機。但 Cormack 認為，
如果資訊共享只仰賴責任感，就容易面臨相關預算遭刪減的困
境。他強調，合作是「必要」，不是選擇。 

歐盟執委會的 NIS 2 草案中表明，有效的網路安全合作現在無論
對個人、組織、經濟或整體社會都至關緊要。Cormack 呼籲大
家儘速正視合作之於改善整體數位環境的必要，否則很快我們都
將共同蒙受其害。 

安全不足是所有人的問題 

Wendy Nather 的專題演講也提及安全貧窮線，並說明為何在貧
窮線上的人應該和位於線下的人一樣憂慮。保護系統和資料的安
全需要資源（工具和人力）、懂得有效運用資源的專業人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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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充分發揮影響力以克服障礙的能力。 

但市面上現有的指南、工具和實例，目標讀者都是安全貧窮線上
的人。這在安全威脅會影響整個數位環境的現在是個問題。當代
網路安全威脅已經不適用「躲避飢餓的熊」的比喻，而是「污染」；
也可以說，每個人身後都有一頭熊。就算單一組織的安全防護做
得再好，也可能因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有在使用的軟體或服務，或
完全無關的裝置而受害。在供應鏈安全事件頻仍的當代，協助改
善他人的安全也是在保護自己。 

Cormack 認為，要達到「保護他人就是保護自己」的境界，應超
越「提升意識」，而開始提升「能力」。小型組織無力負擔頂級的
安全軟體或人才，而對兼職的系統管理人員而言，提供所有進階
安全選項的操作介面可能無助於辨識、解決問題。開源軟體聽起
來很棒，但若算進請專業人力安裝、設定並營運的開銷，其實也
不便宜。對於「最基本的安全工具有哪些」這個問題，可以出現
4 種到 31 種的答案。Cormack 觀察，最基本的要求應該是「支
付卡產業資料安全標準」（ 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PCI DSS），但對很多只使用市售安全工具
的小企業，就連這可能都是強人所難。 

「污染」的比喻彰顯未來風險，無論是信譽或安全的威脅，都是
大家一同承擔。若個人使用者對數位系統和服務失去信任，所有
人都將連帶遭殃，絕不僅限於出問題的那一方。過去幾年來，政
府開始幫忙處理「普通」的網路安全威脅，而不再局限於國家級
的高級威脅。 

作者最後呼籲所有位於安全貧窮線上的人，開始思考可以如何付
出；諸如協助他人減少事件、協防應變或記取教訓，都可以進一
步幫助改善整體的安全和信心。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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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 weakness apart。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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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PNIC文摘 — DNSSEC驗證真的會影響效能嗎？	

標題 APNIC 文摘 — DNSSEC 驗證真的會影響效能嗎？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SEC 

引言 
過去大家都說執行 DNSSEC 驗證比不驗證消耗更多電腦資源。
但這是真的嗎？ISC 透過實驗證實許多關於 DNSSEC 驗證的常
見說法並不為真。 

摘要 

 

字
數：
1807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DNSSEC validation: Performance 
killer?，由 Petr Špaček 撰文。 

過去大家都說執行 DNSSEC 驗證比不驗證消耗更多電腦資源。
但這是真的嗎？ 

本文作者 Petr Špaček 任職於 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
（ISC），他的團隊為了測試此理論，透過多項測試檢驗 BIND 9
中執行 DNSSEC 驗證的效能影響，包括延遲、頻寬、CPU 用量、
作業系統插座數量及記憶體。 

使用實際資料是此類實驗的關鍵。Špaček 團隊幸運地從某個歐
洲電信公司取得匿名化的真實資料，其中涵蓋 2022 年 2 月的固
網和行動電信用戶資料。 

Špaček 團隊的實驗聚焦於資料光譜上的兩個極端：每秒處理
9,000 筆查詢（quries per second，QPS）、低負載的伺服器，
和 135,000 QPS 的高負載伺服器。Špaček 也提醒，每筆查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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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等值。諸如是否有符合快取、回應尺寸等都會影響查詢需要的
解析器資源。 

本測試是在 BIND 9.18.4（當時最新版本）上進行，所有測試都
是從零快取開始，並分別測試「DNSSEC 驗證啟動」和「未啟動」
兩種設定。 

情境一：9,000 QPS 

本測試中並非常態保持 9,000 QPS，而是模擬真實網路，查詢封
包數量會在 9,000 QPS 上下變動。 

• 延遲率 

談到 DNS 就不可不談延遲率。過去常見的說法是由於
DNSSEC 驗證過程太複雜，會大幅提升延遲。但 ISC 的實
驗顯示並非如此：啟動 DNSSEC 驗證和未啟動的解析器延
遲率幾乎相同。兩個案例中都在 1 毫秒內回覆九成查詢，
僅一成需超過 1 毫秒，而這是因為實驗開始第一分鐘內，
解析器還沒有任何快取資訊。 

以 10 分鐘的測試而言，兩個解析器到最後一分鐘的表現
幾乎持平，DNSSEC 驗證與否對延遲毫無影響。 

 
• 作業系統插座數量 

過去常說 DNSSEC 封包較大，所以需要更多 TCP 插座。本
實驗監控作業系統回報的 TCP 插座使用數量以檢驗此說
法。實驗再次顯示 DNSSEC 驗證與否不會造成差別。若觀
察實驗最後一分鐘和平均插座使用數量，兩者的數字其實
完全一致。 

• 頻寬 

一般認為 DNSSEC 驗證會導致傳送更多封包，但 ISC 的實
驗結果並非如此。雖然在測試的前一、兩秒會有非常微幅
的增加，但之後就沒有任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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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至少頻寬會上升吧？然而，實驗結果也不同意此假設。
團隊在測試第一秒觀察到微幅提升，但到測試最後一分鐘
為止，DNSSEC 驗證和未驗證之間並沒有實質差異。 

• CPU 消耗 

過去都說 DNSSEC 驗證會消耗大量 CPU 資源。ISC 的實驗
反駁了此論點。在測試中，團隊在前一、兩分鐘觀察到些
微的差異，但啟動 DNSSEC 驗證的解析器很快就與未啟動
的打平，直到結束為止，兩者之間的平均差異僅 2%。在此
測試中，100%代表一個 CPU 核心，所以 2%基本上等於
沒有差異。 

• 記憶體 

這是唯一 DNSSEC 驗證啟動與否產生可見、具可複製性，
且在誤差值之外的差異之處。實驗顯示啟動 DNSSEC 驗證
平均會比未啟動驗證多使用 10%的記憶體。 

情境二：135,000 QPS 

此情境中一切數值設定都與情境 1 相同，只有解析器的負載不
同。 

• 延遲率 

在完全無快取資料的情況下，有無啟動 DNSSEC 驗證的確
在測試後第一分鐘呈現差異；未能在客戶端連線逾時
（timeout）前回傳的回應數量比例明顯增加。但團隊發
現，由於尚未暖機且快取空白，驗證和未驗證在第一分鐘
內都有趕不及 timeout 的情形。無論是驗證或沒驗證，第
一分鐘內都有超過 2%的查詢不及回覆，所以這其實並非
DNSSEC 驗證的問題。 

雖然啟動驗證的解析器到第二分鐘仍較緩慢，但隨著時間
推進，兩者表現逐漸同步，尤其到最後一分鐘，很難說兩
者之間的差異還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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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結論認為，若硬要強調差異，則啟動 DNSSEC 驗證比
未啟動約 1 到 2%的查詢上會晚 1 毫秒左右。 

• 作業系統插座數量 

高負載的解析器也會導致 TCP 插座數量的差異，雖然非常
細微。平均而言，負載 135,000 QP 的解析器會多使用 5
個插座。 

• 頻寬 

135,000 QPS 負載的解析器送出的封包也有些微差異，啟
動驗證的伺服器平均每秒多傳送 50 個封包，可說是肉眼
不可見的差異。 

• CPU 消耗 

至少 CPU 資源應該大量耗損了吧？實驗證實並非如此。測
試前幾分鐘 DNSSEC 驗證與否有些微不同，但之後就逐漸
同步。到最後一分鐘，啟動 DNSSEC 驗證的伺服器僅多消
耗 22% CPU，約等於四分之一 CPU 核心。此差異在實際
使用時基本上無法察覺。 

• 記憶體 

這依然是唯一呈現 DNSSEC 驗證與否有差異的部分。在
135,000 QPS 高負載的情境中，啟用驗證的伺服器在 10
分鐘內，平均比未啟用使用多 9%的記憶體。資料數量越多
本就需要越多記憶體儲存，雖有差異但並不顯著。 

從以上實驗結果可發現，DNSSEC 驗證啟動與否對延遲、頻寬、
CPU 資源耗損，以及 OS 插座使用數量都沒有影響。唯一具有意
義差別的是記憶體用量，但啟用 DNSSEC 也才消耗約多一成的
記憶體。有些讀者可能仍不願相信此實驗結果，Špaček 提醒： 

• 只有在缺乏快取時啟動 DNSSEC 驗證才有特別影響。但
DNS 快取效率奇佳，實驗大概一分鐘後就可利用快取回覆
9 成以上的查詢，而且比例只會持續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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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額外取得的 DNSSEC 元資料（DNSKEY 紀錄）非常罕
見，且會在 DNS 區層級共享，DNS 快取也能有效解決此
問題。 

Špaček 也鼓勵仍有疑心的讀者，可自行抓取訊務來測試。ISC 團
隊使用的量測工具都是開源軟體，此影片及部落格文章則說明如
何進行量測。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DNSSEC 
validation: Performance killer?。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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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APNIC文摘 — DNSSEC驗證真的會影響效能嗎？	

標題 APNIC 文摘 — 強化技術與非技術社群間的合作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APNIC 54, Cooperation SIG 

引言 

APNIC 的特殊興趣小組（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提供亞
太地區網際網路社群開放的公共論壇，討論大家有興趣的關注議
題。Cooperation SIG 提供討論高層次公共政策議題，並連結這
些議題與實際網路運作的公開論壇，藉此加強網路運作人員和非
技術領域的合作。 

摘要 

 

字
數：
1036 

本 APNIC文摘原標題為 Boost cooperation between technical 
and non-technical disciplines at APNIC 54，由 Joy Chan 撰文。 

APNIC 的特殊興趣小組（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提供亞
太地區網際網路社群開放的公共論壇，討論大家有興趣的關注議
題。APNIC 中目前有 4 個 SIG，分別是路由安全（Routing 
Security）SIG、政策（Policy）SIG、國家網際網路註冊機構
（ 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 ， NIR ） SIG ， 以 及 合 作
（Cooperation）SIG。所有 SIG 都會在每年兩次的 APNIC 會議
中舉辦會議，提供與會者參與網際網路號碼管理、路由安全、網
路政策和治理，以及聽取亞太地區各國 NIR 重大消息更新的絕
佳機會。 

Cooperation SIG 都在做什麼？ 

Cooperation SIG 是探討高層次公共政策議題，並連結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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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際網路運作的公開論壇，藉此加強網路運作人員和非技術領
域的合作。Cooperation SIG 的目標是推動廣大技術社群和非技
術網路社群之間的協作。 

在 Cooperation SIG 論壇中，APNIC 秘書處會報告 APNIC 的推
廣活動，並徵求與會者針對未來活動的意見和指導。
Cooperation SIG 的成立宗旨是發展並釐清 APNIC 社群在公共
領域相關議題的定位，包括在收到外部針對特定議題尋求 APNIC
社群立場時，負責整合意見並提出答案。 

• APNIC 48 會議期間，Cooperation SIG 討論網路維運人員
和電腦資安事件應變小組（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CSIRT）如何合作打擊線上濫用行為，
並解決追究攻擊來源的問題。 

• APNIC 49 的 Cooperation SIG 則聚焦於近年來發展「網
路常規」（cyber norms）以支援並強化事件回應量能，進
而防止不同司法管轄地區衝突的討論。 

• APNIC 50 期間，Cooperation SIG 討論的是電信與合法監
聽的議題，以及執法單位和網路服務供應業者的互動。  

• Cooperation SIG 在 APNIC 51 探討網路維運人員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擴張的角色，以及因應疫情的調適。 

• 永續發展及網際網路的環境影響，則是 APNIC 52 期間
Cooperation SIG 的討論主題。 

• 在最近一次的 APNIC 53 會議中， Cooperation SIG 根據
規模化、彈性、適應性和韌性四個面向，探討量測網際網
路技術成功程度的新方式，並透過三種進行中的計畫，包
括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ISOC）的網路的網際
互連方式（Internet Way of Networking）、New IP 和歐
盟的 DNS4EU，檢視此方式。 

歡迎參與 APNIC 54 的 Cooperation SIG 場次 

多元包容是由下而上、社群驅動的網際網路的關鍵核心。AP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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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的 Cooperation SIG 論壇將是絕佳機會，供大家一同探討與
所有利害關係團體及社群切身相關的廣大議題。 

特別的是，APNIC 54的Cooperation SIG論壇將與APrIGF 2022
協同舉行，時間是 2022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地點位於新加坡
君悅酒店。本場次亦提供線上參與，無論是否身處新加坡，都能
一同投入討論。 

若對 Cooperation SIG 有興趣，希望了解更多或更深入參與，也
歡迎加入 Cooperation SIG mailing list。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Boost 
cooperation between technical and non-technical 
disciplines at APNIC 54。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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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APNIC文摘 — 發送方付費（上）	

標題 APNIC 文摘 — 發送方付費（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senders pay 

引言 
「發送方付費」是否將成為改變網際網路產業平衡的最後一根稻
草？ 

摘要 

 

字
數：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Sender pays，由 Geoff Huston 撰文。 

歐洲電信網路營運業者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Operators’ Association，ETNO）在 2012 年 9 月向
當 年 國 際 電 信 世 界 大 會 （ 2012 World Conference i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WCIT-12）提出法規改革
提案，建議應要求內容供應方為使用網際網路通訊基礎架構付
款。 

此提案激起不少反應，有些特別激烈，如民主與科技中心（Centre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就措辭強烈地警告「ETNO 的
提案將危及接取開放全球網路」，而這立場代表了網路業界多數
心聲。 

WCIT-12 並未因此提案作出任何改變。若不是因為韓國後來的舉
動，這件事大概會持續在業界暗潮洶湧，但終究浮不上檯面。 

韓國內容戰爭 

2012 年時「智慧型電視」還是新產品，三星當時趁勢推出高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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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影片串流服務。而韓國電信（Korea Telecom，KT）的反應，
是封鎖阻擋三星的串流服務使用 KT 的寬頻網路。國內最大電信
業者和最大 3C 業者的戰爭，立刻引發大眾關注。 

三星祭出「網路中立」原則，表示消費者使用網路服務的權利，
不應受網路服務供應業者的主觀限制，進一步質疑「串流服務過
度浪費網路容量」的說法。韓國通訊委員會也介入，指出 KT 的
行為「不恰當」。KT 因此退讓解除封鎖，而高畫質內容串流未來
10 年間在韓國及全球的成長從此勢不可擋。 

但此事件並未因此結束。2021 年 SK 寬頻採取法律行動，指出
公司客戶大量播放 Netflix內容導致 SK寬頻訊務負載大幅激增，
主張 Netflix 應負擔部分成本。首爾中央法院判決 SK 寬頻依法
應獲得補償，具體金額則交由 SK 寬頻和 Netflix 協商。 

部分韓國立法人員曾公開批評內容供應業者不為造成大量訊務
量付費。此議題在韓國的特別之處，在於部分本地內容供應業者
本就必須付錢給韓國網路服務供應業者（ISP）以提供內容串流，
也因此，這議題很容易就被塑造成「本土產業」和「不願入境隨
俗的美國巨頭」的對立。 

整個網路中立、互連和結算、終結壟斷、成本分攤和基礎建設投
資經濟的議題因此重新浮上檯面。但這次議題主打的不是「網路
中立」，而是更直接了當的「發送方付費」（sender pays）。兩者
的原則相差無幾：網路供應業者希望消費者和內容供應業者都為
內容傳遞付錢。 

發送方付費 

在此之前，讓我們先透過此論戰脈絡，了解「發送方付費」的歷
史由來。 

若某項服務聚集多種元素，通常有幾個特定模型，用來將此服務
收益分配至不同元素的供應方。在「遞增付費」模型下，顧客個
別直接付費給不同服務的供應方。此模式中，最終環節的服務供
應方具極大優勢，由於顧客已付錢給前面所有環節，即使最終環
節索取高額費用，為了不浪費其他已付出的金錢，消費者仍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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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牙付費。 

在其他不同形式的利潤分配模型中，也有由某指揮協調方依不同
環節付出的比例，分配每筆傳輸利潤的形式。在此形式中，指揮
協調方可能要求傳輸發起方或服務託管方付費。 

另外也有「計價保留」（bill and keep）模式，服務供應商都說
好互相免費使用對方服務。如此一來，供應商在計算收費架構時，
與其他服務相關的機會成本和收益都按「互撞免賠」（knock for 
knock）原則抵銷，只需考慮自身服務的成本收益。 

最早的通訊方式「郵件」基本上是「收件人付費」，所有遞件環
節的費用皆累計至信件送達後，由收件人支付。雖然也可在收件
人付費後，再分配費用予所有環節，但更簡單的方式是承接方在
信件轉手時付費給交件方，這樣一來，因為必須回收已經付出的
成本，每個環節也更有意願確保信件送達。 

19 世紀的英國皇家郵政提出兩項重大改革：大幅調降郵寄費用
和改成「寄件人付費」，一方面促進郵政活絡，一方面改善收件
人拒絕付款收件，造成郵局無法回收成本的困境。 

電話系統也比照郵政系統的費用模式。發話人向本地電話公司支
付全額，若必須經由其他業者建立通話，則需另外付費給連接另
一端的業者。在此模式中，消費者為每筆傳輸付費，而這些費用
成為所有參與業者的分攤收益。當然，這模式也有它的問題，如
電信公司不滿自己為本地發出的通話負擔最多成本，卻必須平分
收益，也有公司利用國內和國際通話的費用落差收穫不當利潤。 

下一篇將從網際網路的出現談起，說明「發送方付費」為何成為
近代網路爭議焦點。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Sender 
pays。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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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APNIC文摘 — 發送方付費（中）	

標題 APNIC 文摘 — 發送方付費（中）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senders pay 

引言 
「發送方付費」是否將成為改變網際網路產業平衡的最後一根稻
草？ 

摘要 

 

字
數：
1068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Sender pays，由 Geoff Huston 撰文。 

上篇 Geoff Huston 以韓國內容戰爭為引，闡述訊息傳遞網路收
費架構的歷史演變。本篇自網際網路開始，說明為何「發送方付
費」成為近代網路爭議焦點。 

網際網路的出現 

最初認為至少以功能來看，網際網路跟電話網路差不多。然而，
兩者之間的差異遠比相似之處更關鍵。 

網際網路中沒有「撥叫」，也沒有可以確認距離和時長的「網路
傳輸狀態」。封包的傳輸很隨興：可能會被傳送到目的地，也可
能不會；可能會被中介方或其他人員攔截，也可能不會；可能會
引發其他封包的傳輸，也可能不會。 

網路不是免費的。歸結而言，是我們這些使用者在付費。以目前
的網路收費架構而言，使用者向 ISP 付的錢包含「所有網路」接
取費，不計距離、不計連線次數，更不計封包數量。與此差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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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是計時或計量型的行動網路費用方案。 

這種缺乏明確傳輸定義、與傳統零售大不相同的模型應如何收
費，不同供應方又如何在提供無縫服務的同時平衡開支？ 

若兩個網路互連並交換訊務，有兩種可能：彼此互為顧客並為連
線（接收或發送）付費，或是免費互連（peering）。如此一來，
所有網路路徑的費用負擔被切成兩部分，一部分由發送封包端付
費，一部分由接收封包端付費，兩端以「互連」點切割（如下圖）。
除此之外，也有所謂的「付費互連」，意即互連雙方中，一方必
須支付費用才能互連。 

 

天然壟斷：協商還是脅迫？ 

若所有潛在對手都面對難以克服的天然阻礙，某人或事物將自然
而然具有「天然壟斷」的優勢，如位置優越的港口和廣播頻譜的
專有授權。鑑於建置多重進接網路的高昂成本，寬頻網路業者也

網路路徑費用分攤方式 

圖片來源：APNIC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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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一種天然壟斷。 

然而，這跟「發送人付費」的概念，或是 ISP 和內容網路業者之
間的協商又有什麼關係？ 

套用前述網路連線的邏輯和用語，ISP 認為內容串流業者應「付
費互連」，花錢拜託 ISP 將內容傳遞至客戶端。但對內容業者來
說，他們已經自負開銷將內容送到 ISP 門口，ISP 的要求形同敲
詐。 

若寬頻網路業者服務絕大多數國內人口，如德國由 3 家網路業者
服務超過三分之二國家人口時，他們就具備強烈的談判優勢；內
容業者若想接觸到用戶，就必須接受 ISP 的條件。 

若內容業者談不到可以接受的條件，希望另謀出路呢？這並不是
假設情境，過去就曾發生內容業者試圖透過其他外部互連或中轉
網路連接到使用者，ISP 的對策則是一方面容許此連線，一方面
刻意阻塞此連線，大幅降低內容傳輸的速度和畫質。 

這種手段也落入網路中立的討論範疇。以消費者的立場而言，向
ISP支付的費用應保證無差別取得任何來源的服務內容和品質，
ISP和內容業者的角力不應牽連到網路使用者。	

下篇為本系列最終章，Geoff Huston 敘述主管機關如何應對「發
送方付費」的爭議，並提出「許願需謹慎」的警告。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Sender 
pays。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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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APNIC文摘 — 發送方付費（下）	

標題 APNIC 文摘 — 發送方付費（下）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senders pay 

引言 
「發送方付費」是否將成為改變網際網路產業平衡的最後一根稻
草？ 

摘要 

 

字
數：
1452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Sender pays，由 Geoff Huston 撰文。 

本篇為系列最終章，上篇自韓國的內容戰爭談起，說明訊息傳遞
網路的付費架構演變，中篇則敘述網際網路的出現及其獨特的本
質如何促成特異的收費架構，並解釋此架構為何成為當代網路爭
議焦點。本篇 Geoff Huston探討政府透過法律規範介入的可能，
警告未來可能並不樂觀。 

主管機關如何應對？ 

撇開雙方論點和網際網路中傳送內容的各種方式不談，在此角力
中，規模更大、消費者更想要的一方才是最後贏家。若內容業者
擁有大部分消費者亟欲取得的內容，則 ISP 自然有壓力讓步。反
之，若 ISP 佔據壟斷消費市場的絕對優勢，內容業者除非退出市
場別無選擇，則後者也可能在面對其他內容業者願意付錢的競爭
壓力下屈服。換言之，對雙方而言，企業規模越大、手中握有的
消費者人口越多，就能在談判中佔上風。 

主管機關要怎麼回應這情形？鉅細彌遺的規範條文很明顯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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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若規範過於嚴格，則有業界不願繼續負擔成本建設寬頻網路
的風險。然而，若完全撒手不管，放任巨頭濫用壟斷地位壓迫國
內消費者和本地企業，也不利於國家經濟的長久穩定。 

目前最流行的主管機關立場，可見於韓國案例中法院的聲明：「雙
方應基於善意協調，我方對協調結果沒有任何要求，僅堅持雙方
皆具備充分意願協調出互相同意且能履行的結果」。 

相較之下，歐盟似乎希望能採取更強勢的立場。根據最近的媒體
報導，歐盟委員會可能提出某種要求內容業者付費的架構，但也
有評論擔憂此舉長遠而言將危及網路中立原則，進而導致網路落
入單一企業手中。 

許願需謹慎，願望會成真。 

如果內容平臺進一步互相併購，最終只剩下比今天更少的幾家超
巨型業者，擁有的客群將龐大到足以在與網路業者的談判中佔據
絕對優勢，又會怎麼樣？ 

這並非天馬行空。過去十年來深海纜線的版圖有極大變動，而當
今大部分跨洲的海纜計劃，背後金主都是大型內容供應業者。目
前八成以上的跨大西洋海纜是由內容供應業者，而非傳統電信業
者經營。內容產業在此領域佔據的主導地位之高，同時握有海纜
產業本質上就是一種壟斷。 

沒有任何一家電信業者經手的內容，能達到足以發起新兆位元電
纜計畫的量，電信聯盟也無意插手。更不用說，幾乎沒有電信業
者具足夠的資本支持這類計畫。結果是內容業者成為自己的電信
業者。最後一哩（last mile）網路接取市場又該如何自處？這市
場具備足夠的使用量和競爭利益，保護其自外於超大規模兼超高
利潤的內容市場嗎？舉例而言，Google 多年來就一直在美國開
發這方面的市場。 

消費者很可能樂見這樣的現象，因為這代表整體服務更無縫、品
質更高，同時價格大幅下降。對主管機關而言，如果結果是更有
效、可靠且價格低廉的數位基礎建設，又有什麼立場去規範或阻
擋此轉變？雖然這在內容產業還沒完全發生，但我們早已眼見其



814 
	

他數位服務，諸如電子郵件、訊息軟體、文件管理到電子商務服
務，經歷此合併過程。而過去主管機關對此從未發表任何意見。 

若目前主管機關成功強迫內容產業和存取網路產業進行協商，進
而導致內容產業乾脆直接入侵並佔據寬頻網路產業的主導地位，
那還有所謂的存取網路產業嗎？還是存取網路也終將被內容業
者的壟斷勢力吞併？對國家政府而言，國內的寬頻網路建設完全
受海外內容巨頭業者的控制，無疑是嚴重的戰略危機。 

另一個衍生憂慮，則是若事後反悔，我們能否重頭來過。借鑑歷
史，一旦業界巨頭成功併吞所有競爭者並握有實質壟斷，他們將
投注全部精力，也有更多資源持續鞏固此壟斷地位。奇異公司、
JP Morgan 和標準石油都是至今仍健在的實例。數位巨頭無疑擁
有同樣願景，而將接取網路納入麾下，將是邁向此未來關鍵的墊
腳石。 

英文俗諺如此道：許願需謹慎，夢想會成真。到時候，我們可能
沒有工具或腦袋去適應那樣的未來。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Sender 
pays。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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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APNIC文摘 — 2022 年國家網路區段可靠度研究	

標題 APNIC 文摘 — 2022 年國家網路區段可靠度研究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network segment, reliability 

引言 
Qrator Labs 每年出版國家網路區段可靠度研究報告，針對特定
自治系統（Autonomous System，AS）及 AS 斷線對國家連線
的影響提出洞見。 

摘要 

 

字
數：
1181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The 2022 National Internet Segment 
Reliability Research，由 Alexander Kozlov 撰文。 

Qrator Labs 每年出版國家網路區段可靠度研究報告，至今已第
七年。此報告針對特定自治系統（Autonomous System，AS）
及 AS 斷線對國家連線的影響提出洞見。以下為 2022 年報告的
精華摘要。 

過去 12 個月的主要改變 

每年可靠性排名都會出現令人興奮的變動，這通常肇因於相應地
區電信產業的變化。相較於 2021 年，2022 年間： 

• 4 個國家跌出 IPv4 可靠度前 20 名：泰國、臺灣、西班牙
及美國。 

• 瑞士在 IPv4可靠度大跌 8位到第 10名，主要因為 AS6830
取代 AS3303 成為該國最關鍵的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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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跌至 19 名，相較去年下降 7 個名次。 

• 新加坡上升 7 個名次、盧森堡上升 5 個名次。 

• 愛爾蘭自 2019 年跌出榜外後，首次重返 IPv4可靠度前 20
名。 

IPv6 可靠度 

到 2022 年 9 月為止，約 37%的 Google 用戶使用 IPv6，這實際
上等於支援 IPv6 的 ISP 比例。然而，IPv6 的主要問題部分連線
（partial connectivity）仍存在。 

除此之外，囿於互連競爭、非全球化 IPv6 部署等諸多原因，

IPv6 的網路能見度仍有限，如 IPv6 可靠度與部分連線比例的

圖	 10、IPv6可靠度前 20名國家分數。灰色代表部分連線比
例，藍色代表斷線比例。比例越低可靠度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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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下圖）呈現。	

2022 年全球 IPv6 可靠度平均分數是 27.4%，相較於 IPv4 可靠
度分數 26.7%，算是表現優異。 

前 20 名中有不少國家部分連線超過 10%：印尼、愛爾蘭、波蘭、
加拿大、義大利、泰國、臺灣、南非、肯亞和美國。列支敦士登
的部分連線和 IPv6 可靠度都剛好是 10%。 

若結合部分連線比例和「典型」可靠度比例（斷線），IPv6 可靠
度表現最佳的國家是巴西（7.26%)）、德國（8.22%）和荷蘭
（10.06%）。最糟的是臺灣（21.37%）、波蘭（22.33%）和義大
利（22.86%）。 

根據 Google 的國家 IPv6 部署比例，2022 年 9 月前三名分別為
法國（73.12%）、印度（69.16%）和德國（64.29%）。根據 Google
資料，所有其他國家比例都低於 60%。 

另一方面，德法兩國都在 2022 年 IPv6 可靠度排名前五，但印
度僅排到第 83 名，關鍵 AS（AS6453）可靠度 23.8%，部分連
線分數為 7.38%。 

寬頻網路和指標（PTR）紀錄 

自 2019 年起，本報告試圖回答「一國的主要 ISP 對當地網路可
靠度的影響力是否大於其他單位」的問題。實驗團隊的假設，是
一國的主要 ISP（以客群或使用者人數而論）並不一定就是當地
網路連線的關鍵。 

為回答此問題，團隊分析反向 DNS 查詢使用的指標（pointer，
PTR）紀錄。由於團隊已掌握全球所有國家的關鍵 AS，他們只需
統計這些 AS 網路中的 PTR 紀錄，並與該地區所有 PTR 紀錄計
算得出比例。此分析統計出以 PTR 為基礎的排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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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案例中，不僅國家主要 AS 改變，比例也截然不同。在所
有整體而言可靠（以全球網路可用性角度而言）的地區，單一 AS
斷線後，啟動 PTR 的 IP 位址隨之斷線的數字以數十倍激增。這
可能意味國內主要 ISP 始終負責服務國內使用者。 

因此，以上比例也可以代表在網路斷線時，將連帶受影響而離線
（若無法及時轉換至第二大 ISP）的 ISP 使用者和顧客比例。以
此角度而言，國家的網路可靠度明顯下降。 

擁有兩家上游供應方可改善網路可靠度 

報告的最終建議，無論對象是國家、城市、公司或終端使用者，
要達到可接受的網路可靠程度，至少需有兩家上游供應方。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寄信至 radar@qrator.net。 

	

圖	 11、2022年 IPv4可靠度排名（PTR-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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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he 
2022 National Internet Segment Reliability Research。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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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APNIC文摘 — 不受歡迎的訊務暗流	

標題 APNIC 文摘 — 不受歡迎的訊務暗流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訊務 

引言 
目前業界對「多少不受歡迎訊務算太多」仍未給出統一解答。本
文揭露：實際上的不受歡迎訊務可能比你想像的還多、這些訊務
持續且來自各處、封鎖所有訊務並非合理的防範手段。 

摘要 

 

字
數：
1527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Dealing with the undercurrent of 
unwanted traffic，由 Leslie Daigle 撰文。 

目前業界對「多少不受歡迎訊務算太多」仍未給出統一解答。有
鑑於此，Global Cyber Alliance 技術長 Leslie Daigle 利用這篇
文章分享 IPv4 主機通常收到的訊務量，藉此揭露：實際上的不
受歡迎訊務可能比你想像的還多、這些訊務持續且來自各處、封
鎖所有訊務並非合理的防範手段。 

全球網路聯盟（Global Cyber Alliance，GCA）四年前架設全球
蜜罐農場（honeyfarm），利用數百個感應器搜集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IoT）攻擊性訊務做為分析研究。GCA 現
在掌握上兆位元的資料，每天蜜罐農場的感應器都捕捉到上百萬
次的攻擊。這明確顯示網際網路充滿不受歡迎的訊務，灌進毫無
防備的大量裝置。 

為了更瞭解 IPv4 裝置受到的影響，GCA 分析蜜罐農場累積 5 個
月的資料，發現在這期間位於全球約 200 個感應器偵測到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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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超過 10%的活躍自治系統（Autonomous System，
AS）。雖然有些訊務攻擊規模較小，但這些網路約兩成共向 GCA
蜜罐農場的感應器發動超過 1,000 次攻擊。 

160 日觀測結果 

在 160 日（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5 月 8 日）間，GCA
透過蜜罐農場搜集的資料如下：   

• 觀測到來自 10,823 個 AS 的攻擊。 

• 感應器受到來自 2,183 個 AS、超過 1,000 筆的攻擊。 

• 40 個以上觀測到的 AS 從超過 1,000 筆不同 IP 位址發動
攻擊。 

• 感應器總共接觸到 274,494 筆不同 IP 位址。 

GCA 進一步分析此整合資料，試圖找出怎樣算是「不良網路」。 

圖一依攻擊數量依序顯示前 20 個 AS。這 20 個 AS 總計對 GCA
的感應器發動超過 2 千萬筆攻擊，即使是排名後段班的 AS，送
出的不受歡迎訊務數量也不容小覷。 

	

依網路中的主機數量不同，僅觀察攻擊訊務數量可能並非最佳指
標。這是因為主機很多的網路即使發送的並非攻擊訊務，仍會發

圖	 12	攻擊數量前 20名的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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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很多「噪音」訊務。另一個觀測方式，是依不同 IP 位址（真正
惡意方）的強度排序 AS。下圖顯示依此方式排出的前 20 名，雖
然第一名的攻擊數量相當可觀，但最後一名也仍有約 18,000 筆
攻擊，並非能輕易忽略的數量。 

	

GCA 是以攻擊訊務數量排序 AS 並編號，橫軸顯示的就是此 AS
編號（並非實際 AS 號碼）。比較兩張圖表可發現，攻擊訊務最多
的 AS 1 不在每筆 IP 位址攻擊數量的前 20 名內。也有攻擊訊務
排名非常後面的 AS，卻出現在圖二排行榜中。 

普通不良行為和惡劣不良行為 

此觀測分析的重點不是公開指責特定網路，而是比較網路中的不
良行為，以了解哪些是「正常」，哪些則「不應該」。兩張圖表呈
現的前 20 名很明顯都「不應該」，但到底如何訂出「超過就是不
應該」的界線？網路維運人員在監控轄下網路時注意的是什麼，
他們認為合理的行為又是哪些？ GCA的蜜罐農場資料庫中還有
更多上述圖表外的攻擊通信期資料，包括攻擊用殭屍網路的命令
和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相關資訊。GCA 也想知道，
資料庫中哪些資料能幫助網路維運人員建立「可接受行為」的業
界慣例。 

大部分網路安全工作都聚焦於確保主機和邊緣網路自主防衛、抵
擋攻擊。在確認網路中沒有使用者名稱和密碼都沿用預設值的裝

圖	 13	每筆攻擊 IP的平均攻擊數量：前 20名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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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後，通常大家的注意力就會轉向封鎖。實際上現在許多網路維
運實作就會執行網路層級的封鎖（從 AS 封鎖連線）。就算不到封
鎖 AS 的程度，大批 IP 位址封鎖也很常見。這不但會影響很大部
分合法網路的使用（神秘的系統失效，使用者只能用手機連線服
務、筆記型電腦就不行等），也會影響 IP 位址的信譽。 

信譽通常會有長期影響，例如 IPv4 位址區段轉手金額就很可能
因此遭連累。就算不為其他原因，網路維運人員為了轄下的網路
房地產價值，也應該確保 IP 位址不會無故被借用進行網路犯罪。 

在有具體實證下，從邊緣網路精確封鎖已知的威脅來源當然是最
佳做法，但現今網路中威脅和攻擊，無論在規模和數量上，都並
非單以封鎖能解決。 

Leslie Daigle 認為，或許是時候將焦點和精力轉向檢視網際網路
訊務的暗流，查明惡意訊務的來源。如此一來，就能檢討如何從
源頭阻止這些訊務。這種業界自主合作並非無跡可循，路由安全
共同協議規範（Mutually Agreed Norms for Routing Security，
MANRS）就是很好的先例。 

若有興趣了解更多，可由此與 GCA 聯絡。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Dealing 
with the undercurrent of unwanted traffic。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824 
	

#11-1 APNIC文摘 — 正視網路與能源的問題	

標題 APNIC 文摘 — 正視網路與能源的問題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網路、節能、永續 

引言 
作者認為，雖然網路維運社群還不一定同意問題範疇，但確實意
識到了「如何改善網際網路的能源負擔？」在此領域已無疑具有
一定重量。 

摘要 

 

字
數：
1094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Getting serious about the Internet 

and energy，由 George Michaelson 撰文。	

2022 年 7 月於美國費城舉辦的 IETF 114，以瞭解當代網路的能
源負擔及連帶影響為討論重心。APNIC 部落格過去亦有若干關
於此議題的文章，包括本文作者 George Michaelson 的〈氣候
變遷對資料服務的潛在影響〉（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data services），以及客座作者 Tobias Fiebig 的〈世
界末日的 13 個網際網路命題〉（13 propositions on an Internet 
for a burning world）。 

IETF114 的 運 作 與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Area Working Group，OPSAWG）場次中討論了
3 份草案，都與此議題直接相關。Toerless Eckert 在簡報其草案
〈IETF 為能源做過什麼〉（What has the IETF ever don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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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時，簡介問題全貌與過去做法，Alex Clemm 則以〈綠
色網路的管理營運〉（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 for Green 
Networking）為題，介紹 2 份草案。 

這些草案當場都激起熱絡討論，有意見認為 IETF 應該「少管閒
事」，僅關注涉及協定、加密和路由的能源負擔。其他意見則認
為應採最大化方式，強烈展現 IETF 開發更好的指標和資料模型，
揭露所有資料傳輸方式能源成本的決心。 

此討論會後也在 IETF 的 mailing list 上繼續，網際網路架構委員
會（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IAB）宣布今（2022）年 12
月的 IETF115 期間，將舉辦半天工作坊，討論網路應用程式及系
統的環境衝擊。 

Michaelson 認為，這現象表示 IETF 雖然還不一定同意問題範
疇，但意識到了「如何改善網際網路的能源負擔？」在此領域已
無疑具有一定重量。 

RIPE NCC 在此議題上也一直有動作。今年 7 月在荷蘭舉辦的混
亂電腦俱樂部（Chaos Computer Club，CCC）May Contain 
Hackers 2022 中，Vesna Manojlovic 演講以「極限」為脈絡，
談為維護生物圈健全，應採取宏觀做法與社會互動。她也探討其
他 LIMITS workshops 中談及的議題。同場會議中，Igor Nikolic
則以「可以會減緩氣候變遷」（M ̶a ̶y ̶ Will Contain Climate 
Change）為題，討論在供應鏈受氣候變遷衝擊下，駭客將遇到
的問題。 

沒人應該假裝這個世界沒有正在付出極大的能源和永續成本，以
壯大並持續營運網際網路。2013 年 IETF 中就出現相關草案的事
實，證明網路維運社群早就意識到需要思考這個問題。從現在起，
社群或許也願意投入更多人力，探索如何減少科技帶來的電力和
冷卻能源負擔。 

文章手段曾提及 Tobias Fiebig 在 APNIC 部落格撰寫的文章，那
也是他在 APNIC54 專題演講的基礎。當天討論氣氛十分熱絡，
Michaelson 也希望這能鼓勵 APNIC 社群投入此議題，共同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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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源負擔及永續努力。 

亞太地區仍有極大發展空間，APNIC 網際網路服務範圍也涵蓋
全球大量人口。這些都會是維持全球網路永續必須正視的問題。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Getting 
serious about the Internet and energy。 

圖片來源： APNIC Blog（取自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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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APNIC文摘 — 個人意見：走入黑暗	

標題 APNIC 文摘 — 個人意見：走入黑暗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加密 

引言 
Paul Vixie 在 NANOG86 的「走向黑暗：看不見私人管理網路導
致的隱私及安全災難」簡報中，細數這些網路傳輸端對端加密的
連帶成本。 

摘要 

 

字
數：
1390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Opinion] Going dark，由 Geoff 

Huston 撰文。 

很多人認為實用的大眾傳播工具，必須保護傳輸內容的隱私與完
整性。郵政系統會緘封信件，電話系統中，大部分監聽都需在法
院命令或合法監督下執行。大眾傳播系統要實用，就必須保護使
用者的隱私。 

網際網路也適用相同原則，只是過去從未嚴謹實施。隨著網路傳
輸隱私興起，以隱私換取效率和速度的開放協定已成為歷史。現
在所有公共網際網路上的網路傳輸，都必須以適當措施保護隱
私。 

另一方面，這樣的改變並非毫無連帶成本，Paul Vixie 在
NANOG86 的「走向黑暗：看不見私人管理網路導致的隱私及安
全災難」（Going Dark: catastrophic security and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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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es due to loss of visibility by managed private networks）
簡報中，細數這些連帶成本。本文由 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介紹 Paul Vixie 簡報內容，並分享自身感想。 

Paul 指出，要有效保護當代網站的安全，本質上必須觀察他者行
為。由於無法挑選或排除任何終端、或驗證終端供應鏈，我們只
能透過觀察終端傳輸的信號（封包或流量），來管理自身終端的
風險。 

Geoff 解釋，Paul 的意思是，並非所有網路訊務都友善無害。有
鑑於此，大多數人選擇將網路分割成「家用」、「公司」等不同區
塊，並依各網路區塊的需求，過濾惡意不受歡迎的訊務。網路之
間的防火牆無所不在，仰賴訊務監控保障網站安全乃當代網路環
境的基本假設。然而，這個假設基礎越來越薄弱。 

Paul 觀察，網際網路過去幾十年來遭當權者理所當然的濫用，迫
使網路工程任務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
改革網際網路協定套組，將端對端加密融入網路運作。傳輸層安
全協定（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及相關擴充 Encrypted 
Client Hello （ECH）、DNS over HTTPS（DoH），以及取代傳
輸控制協定（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的 QUIC
等因此出現。 

如此加密設定下，防火牆、監控點或任何型態的網路營運方，都
無法繼續偵測因感染、入侵、軟體更新中毒或潛在設計疏失等上
百種常見安全威脅，而出現的終端異常行為。Paul 擔憂，很多網
路營運人員和安全設備業者都沒有意識到這個環境變化，當務之
急是直接了當、立刻重整他們的觀念，為下個時代制定新的實用
方案。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攻擊者占極度優勢：防衛方須全天候捍
衛整個空間，而攻擊者只需要找到在特定時間點存在的一個弱
點，就可以發動攻擊。在這對攻擊方極其有利的不平等關係中，
受害的是當代社會的整體結構。 

現在的情況有一部分原因來自 2013 年 IETF 對史諾登事件的反
應。RFC 7258 主張的「全面監控是一種攻擊」，不知不覺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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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有、任何形式的網路層訊務和傳輸監控都是攻擊。終端和其
他終端的溝通應該完全隱密，任何人都不得從中竊聽。 

無可否認，Paul Vixie 簡報刻意採極端觀點，將此情境與「惡意
軟體也有權利」的論述類比。我們還保有辨識並封鎖「惡意」網
路訊務的選項嗎？如果防火牆已經失去功用，我們該如何保護安
全？我們有辦法透過大幅改革終端系統軟體以改變慘淡的現狀
嗎？還是已經無力回天？ 

Paul 的結論是網站安全管理員面對越來越隱蔽的網路，必須做
出不堪的抉擇。他們只能介入端對端模型，在網站上利用代理應
用監控並限制進出網站的訊務。 

這令人不安的現實還不是全貌。不只網路防火牆已無力過濾惡意
軟體和行為，加密內容並未因此安全，只是能透視加密的人換了。
現在變成終端應用程式幫我們決定誰可以看到我們的資訊，或更
慘，我們只是將所有資訊奉送給監視經濟中的巨頭，還不設任何
附帶條件。 

在抵抗政府監控的同時，我們是否只是轉而擁抱在監控資本主義
粉飾下，更狡詐的數位跟蹤模型？Meta 或 Google 等應用程式
業者，是否能取得我們自己都無從得知、關於我們的第一手資
訊？ 

Geoff 結語指出，他和 Paul 一樣感到悲觀。就像現在的世界一
樣，此發展看起來難以善終。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Opinion] Going dark。 

圖片來源： APNIC Blog（原始圖片來自 Unsplash，由 Mishal 
Ibrahim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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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APNIC文摘 — IPv6：地理位置定位是關鍵	

標題 APNIC 文摘 — IPv6：地理位置定位是關鍵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IPv6 

引言 作者提議，大家不僅需跳出資訊科技的框架思考，更需向行銷領
域學習，以遞增收益的觀點，跨領域合作以推動 IPv6 部署。 

摘要 

 

字
數：
1077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When it comes to IPv6, we need to 

be promoting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由 E. Marie 

Brierley 撰文。 

本文提筆初衷是比較 IPv4 的電信級網路位址轉譯（Carrier-
grade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CGNAT）的總擁有成本
（total cost of ownership，TCO），但作者 E. Marie Brierley 表
示抵擋不住自己的 IPv6 倡議熱情，最終僅聚焦於 TCO 中他最關
心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企業的 IPv6 部署不足。 

全球 IPv6 部署是場漫長的戰役。電信業者和企業遲遲未轉換至
IPv6，促升多元轉接技術及運作上的變通做法彌補此真空。雖然
許多人認為這種方式是最佳實踐，但 Brierley 明言，這充其量只
是擴充做法，從未、也不應作為長程的 IPv6 轉換策略。 

甚至有主張認為，這些變通作法並未促進真正的 IPv6 轉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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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延遲了轉換進程。 

那麼，我們手邊有什麼工具，可以幫助大家逃出這個惰性導致的
死胡同？ 

Brierley 提議，大家不僅需跳出資訊科技的框架思考，更需以遞
增收益的觀點，檢視 TCO 如何延遲 IPv6 部署。 

從行銷學習 

對任何企業而言，首要考量都是收益。收益的生成、保護，及管
理是基於多種可調整的因素累積遞增，而非仰賴單一要素。 

若以遞增收益最大化的概念看待 IPv6 部署，就可以強化轉換至
IPv6 的提案說服力，同時擴大潛在決策者和投資者人選。在行銷
領域中，具影響力的決策者有更多搶先採用新興科技的空間，更
重要的是，他們亦握有預算。Brierley 指出，在仰賴 IP 的地理位
置定位解決方案急速成長下，行銷的技術需求更與 IPv6 轉換不
謀而合。 

點擊率（click-through rate，CTR）和轉換率分別是數位行銷的
2 個關鍵效能指標，關乎顧客點擊的商品，以及最終是否完成購
買。全球的平均轉換率始終低於 3%，這也表示此領域中任何增
益改善都是無價。而更精準的定位廣告和網站內容的目標客群地
理位置，就是可能的方法之一。 

Brierley 住在美國內華達州，但他的 IP 定位常顯示周邊其他州，
如約 700 公里遠的加州洛杉磯，兩州之間的社經文化更有天壤
之別。 

Brierley 住的地方遍佈土狼、蠍子、印第安保留區及牧場，但不
正確的地理位置定位，卻將他定位到海灘、比基尼和羽衣甘藍沙
拉的城市。在建立對數位行銷企劃至關緊要的人口群像剖析時，
這種錯誤地理位置定位會浪費大量成本。 

GeoIP 資料供應業者 MaxMind City 去年指出， IPv6 的地理位
置定位比 IPv4 準確約 9%，高於 2020 年的 7%。根據 Brierley
個人經驗，在與行銷人士討論 IPv6 轉換時，IPv6 在地理位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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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的優勢馬上就能吸引對方的注意（可參考案例研究）。一旦
計算過對收益的影響和浪費掉的成本，他們每個都變成 IPv6 傳
教士。此類對話讓他們更容易與 IT 合夥，甚至資助 IPv6 轉換，
也成為打破 IPv6 部署僵局的大好良機。 

合作和使用者案例是關鍵 

有些意見主張 IPv6 部署高峰期已過，業界應該向前看，宣布 IPv6
已死並轉向使用其他協定。Brierley 不同意此說法。但他也指出，
如果我們仍無法就為何 IPv6 轉換如此漫長達成共識，或更重要
的，同意一起推動 IPv6 轉換的跨領域合作戰略，那現在這惰性
導致的僵局極可能繼續延長，直到下一個變革出現。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When it 
comes to IPv6, we need to be promoting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圖片來源：  APNIC Blog （原始圖片來自 Unsplash ，
由 CardMapr.nl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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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APNIC文摘 — DNS 是否集中化？（上）	

標題 APNIC 文摘 — DNS 是否集中化？（上）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 集中化 

引言 本篇文章將聚焦於 DNS 域名解析運作，透過分析觀測資料，回
答「DNS 解析是否市場集中化」的問題。 

摘要 

 

字
數：
1279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Looking at centrality in the DNS，由

Geoff Huston 撰文。 

域名系統（Domain Name System）在當代網際網路中扮演的
角色舉足輕重。DNS 一開始是為了以人類可讀的方式標示網際
網路傳輸目的地位置，後來成為客戶端／伺服器結構傳輸中的服
務點名稱。以前一個域名只會連結一個 IP 位址，但這一對一的
連結隨著 IPv4 地址耗竭而逐漸弱化。如今的位址空間高度分裂，
但域名空間仍提供定義網際網路的關鍵參考框架。 

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回答此問題。Geoff Huston 本篇文章將聚焦
於 DNS 中一個特定層面，也就是 DNS 域名解析運作。 

DNS 域名解析是否集中化？這問題乍看之下很奇怪，因為 DNS
從設計上就是高度去集中化，所有資料庫都將內容分散放置在網
際網路各處。DNS 的資訊模型包含資訊複本，藉由移除分散式
資訊結構中的潛在單點失效，確保系統的韌性及規模。DN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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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協定容許多種備用選項以強化域名解析的穩健，遞迴域名解
析也包含靠近客戶端的快取儲存。這些聽起來都像是可以抵擋任
何形式的合併集中、高度多元分散的資訊管理模型。 

但現實是這樣嗎？ 

Geoff 從 DNS 解析量測方式談起，透過指標數據資料回答此問
題。 

市場集中指標 

首先是用來形容市場集中化、市場支配優勢的指標。 

• 澳洲消費者與競爭委員會（Australian Consumer and 
Competition Commission，ACCC）視掌握 70%以上市場
的單一事業體為具有市場優勢。英國對「壟斷」的法律定
義則是單一企業市占率超過 25%。 

• 四大廠商集中率（four-firm concentration ratio）稍有不
同，是看市場中前四大業者的市占率總合。實際也可能是
前三或前五大廠商，但評估重點是寡頭集團的存在與否。
若集中率超過一半，就能合理質疑市場集中。 

• 賀芬達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呈現
產業中單一廠商的市占率，計算方式為將市場上前 50 大
廠商個別產量占市場總產量的比例進行平方總和。通常賀
芬達指數超過 25%即視為市場集中化，超過 10%則有「適
度集中傾向」。 

DNS 解析市場 

註冊管理機構和頂級域名的一對一關係，代表企業市占率通常等
於轄下 TLD 受歡迎的程度。另一方面，由於很難比較「握有上百
萬個從沒用過的罕見域名」和「持有少數非常受歡迎的域名」，
受理註冊機構市場的集中化問題因此較不明顯。 

在此前提下，接著就可以利用前述指標衡量 DNS 域名解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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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中程度。 

首先必須了解域名解析的本質。使用者端的應用程式欲解析
DNS 域名時，本地解析器會將查詢傳送至設定好的遞迴解析器，
由後者向多個權威伺服器進行一系列查詢並找到適合的權威伺
服器，查詢到回應後再回傳至本地解析器。一般而言，DNS 域名
解析有 2 步驟：「本地至遞迴」與「遞迴至權威」。 

若進一步檢視這 2 步驟的市占率，則「本地至遞迴」中，域名為
何並不重要，因為遞迴解析器本就必須提供所有域名的解析。所
以要看的應該是使用或相互依賴性，如每個遞迴解析器收到的查
詢數量，或不重複使用者（或不重複本地解析器）的數量。 

使用者數量的指標則不適用權威伺服器，因為理論上，每一個權
威伺服器都可以收到來自任何遞迴伺服器、代表任何一個使用者
傳來的查詢。檢視每權威伺服器收到的總查詢數量可能更合理，
因為就很多方面而言，受歡迎域名的多筆查詢，跟很多筆少見域
名查詢一樣。在檢視權威伺服器業者的市場集中化時，域名本身
不比伺服器營運方重要，所以需要連結權威伺服器與業者，並檢
視每個業者經手的查詢數量。 

下篇將聚焦於「本地至遞迴」此一步驟，檢視遞迴解析市場是否
集中化。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Looking 
at centrality in the DNS。 

圖片來源： APNIC Blog（原始圖片來自 Unsplash，由 K8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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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APNIC文摘 — DNS 是否集中化？（中）	

標題 APNIC 文摘 — DNS 是否集中化？（中）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 集中化 

引言 本篇文章將聚焦於 DNS 域名解析運作，透過分析觀測資料，回
答「DNS 解析是否市場集中化」的問題。 

摘要 

 

字
數：
1512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Looking at centrality in the DNS，由

Geoff Huston 撰文。 

上篇介紹市場集中指標，並解釋 DNS 域名解析分為「本地至遞
迴」及「遞迴至權威」2 步驟。本篇透過觀測數據資料分析，檢
視遞迴解析器市場是否集中化。 

為分析此問題，需量測每遞迴解析器的使用者數量分布。APNIC
依解析器的 IP 位址，將解析器分成幾個類型： 

• 解析器和自治系統（Autonomous System，AS）及終端使
用者（ISP 的遞迴解析器）相同。（sameas） 

• 已知的公共 DNS 解析器。 

• 解析器位址的地理位置與終端使用者的國碼相同。
（sam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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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器位址的地理位置與終端使用者的國碼不同。（diffcc） 

下圖為測量結果： 

上述分類的使用者數量比例則如下表。將近三分之二的使用者將
查詢傳送至自身 ISP，15%使用者將查詢傳送至位於本國的遞迴
解析器，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的 ISP 使用另一個 AS 的遞迴解析器。
14%使用者利用 Google 的公開 DNS 解析器，3.2%使用
Cloudflare 的 DNS 解析服務，沒有任何其他公共 DNS 解析服
務的使用者數量超過 0.5% 。 

解析器種類 使用者數量比例 

Sameas 65.0% 

Samecc 15.1% 

Diffcc 0.5% 

All Open Resolvers 20.0% 

圖	 14	遞迴解析器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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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Public DNS 14.0% 

Cloudflare 1.1.1.1 3.2% 

OneDNS (China) 0.5% 

OpenDNS 0.5% 

DNSPAI (China) 0.4% 

Level3 0.5% 

114DNS (China) 0.2% 

Green Team (Israel) 0.05% 

Quad9 0.05% 

Neustar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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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公共解析器總共佔 DNS 解析市場的 20%，若比對此資料與
每國相對市占率，就可比較公共 DNS 解析服務在各國的重要性

如下圖。 

在部分非洲國家及蓋亞那、伊朗、阿富汗及土庫曼中，公共 DNS
解析服務是主流。換句話說，除了在非洲及少數中亞國家中，公
共 DNS 解析器並不佔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從表一可看出 Google 的解析服務是第二名的 4 倍。
若將以上各國使用率分布的比較套用至 Google 的公共 DNS
（Public DNS，PDNS），或可發現其他觀點。 

圖	 15	各國公共解析器使用率	

圖	 16	各國 Google	PDNS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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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與圖 2 的分布情形類似，非洲中部與東部、伊朗及阿富汗以
Google 的 PDNS 為主。若觀察 Google 的 PDNS 使用者分布，
則如下圖： 

這裡則可看出，PDNS 使用者數量以印度和巴西最多，17%的
Google PDNS 使用者位於印度、8%位於巴西，5%位於美國。 

直接使用 ISP 遞迴解析服務的使用者占 65%至 80%，公共解析
器服務市占率僅 20%。由此可知，Google 在大部分國家的解析
服務市場中不具主導地位。公共解析器在 DNS 遞迴解析市場中
的 HHI 指標為 4%，Google 的 HHI 指標為 2%。因此，遞迴解
析市場並未集中化。 

若只看公共 DNS 解析，而不看 ISP 連帶提供的 DNS 服務呢？ 

• 單一事業體主導：Google 享公共 DNS 解析市場的 68.7%
市占率。 

• 四大廠商集中率：Google、Cloudflare、114 DNS 和
OpenDNS 總市占率達 91.6%。 

• HHI 指標為 49%。 

若只看公共解析器，則市場高度集中，且 Google 具主導地位。 

圖	 17	Google	PDNS使用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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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條件及說明 

基於 DNS 和量測使用者對象的本質，此結果有許多先天限制條
件。 

當本地解析器向 DNS 送出查詢，通常至少有 2 到 3 個遞迴解析
器會收到同一筆查詢。本觀測中，在六成情況下，客戶端本地解
析器的查詢會傳給至少 2 個遞迴解析器。 

回應使用者查詢的解析器和所有「收到」查詢（但不一定有後續
動作）的解析器不同，而本觀測數字呈現「收到」查詢的解析器
數量。若只看「回應」查詢的解析器，則 Google 的市占率從 14%
提升到 17%。這極可能是因為 Google 回應最快，而此高速來自
其雲端平臺的高密度。 

此實驗中還有一個無法觀測的因素。鑑於快取在 DNS 中的重要
性，使用者數量大的解析器效能通常高於使用者數量較少的解析
器。所幸使用 anycast 技術的極大型 DNS 遞迴解析複合架構足
以抵銷此可能偏誤。 

APNIC 的量測採廣大採樣調查，終端使用者包括 ISP 用戶、企業
網路，和其他未明確分類的網路。若深入檢視圖 2 的每日用量數
字，可看出週末用量上升，Google 則相反，週間使用量較高。
換句話說，企業服務網路傾向使用公共 DNS 服務，而一般消費
者的個人使用則仰賴 ISP 附帶的 DNS 服務。也可以說，上述呈
現的市占率數字並不反映消費市場、企業或任何特別產業的
DNS 服務使用分布，而僅概括顯示 DNS 服務的整體使用分布。 

除此之外，如 Apple 的私密轉送（Private Relay）服務等保護使
用者隱私的服務使用率亦日益增加，也會導致觀測資料難以正確
呈現使用者的位置和身分。 

下篇將聚焦於「遞迴至權威」的 DNS 解析步驟，檢視權威域名
伺服器市場的集中化現象。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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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Looking 
at centrality in the DNS。 

圖片來源： APNIC Blog（原始圖片來自 Unsplash，由 K8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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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APNIC文摘 — DNS 是否集中化？（下）	

標題 APNIC 文摘 — DNS 是否集中化？（下） 

Tags 國際瞭望, 即時訊息, APNIC, DNS, 集中化 

引言 本篇文章將聚焦於 DNS 域名解析運作，透過分析觀測資料，回
答「DNS 解析是否市場集中化」的問題。 

摘要 

 

字
數：
1495	

本 APNIC 文摘原標題為 Looking at centrality in the DNS，由

Geoff Huston 撰文。 

上篇檢視遞迴解析器市場，本篇則檢視權威域名伺服器市場的集
中化現象，並於最後提出結論。 

權威伺服器的環境與「本地至遞迴」截然不同，無法從不同權威
伺服器的查詢資料看出「遞迴至權威」的查詢或使用者類型。這
裡看的是各權威伺服器收到的查詢數量。 

APNIC 與 Cloudflare 簽訂的的合作研究協議，取得 1.1.1.1 遞迴
解析器的部分資料：雖然不知查詢來源身分，但可知道查詢內容
（域名）。透過尋找離查詢域名最近的域名伺服器，APNIC 找出
回應單筆查詢的域名伺服器及其 IP 位址和自治系統號碼
（Autonomous System Number，ASN）。本數據資料不看權威
伺服器實際收到的查詢數量，而是計算使用者取得來自此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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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否來自遞迴解析器快取）回應的數量。 

僅支援一個極受歡迎域名，或支援很多筆不常見域名的伺服器，
收到的查詢數量都會很高，也因此伺服器業者的市占率不會相差
太多。本觀測每 24 小時定點紀錄 Cloudflare 解析器收到的查
詢，分類查詢內容並自行解析以找到最近的權威伺服器，進一步
找出 IP 位址和 ASN，最後依各 ASN 收到的查詢數量排序。 

以 2022 年 9 月的資料舉例，共觀測到 26,971 筆不重複 ASN，
其中前 50 名 ASN 擁有 89.2%查詢，顯示某種程度的集中現象。 

從下圖的累積分布圖表，可看出此空間高度集中化的現象。 

 

上述資料中的前十大權威域名主機如下表。 

排名 ASN 伺服器收到查詢比例 累計 名稱 

1 AS16509 35.7% 35.7% Amazon-O2, US 

2 AS13335 9.3% 45.0% Cloudflare, US 

圖	 1	權威伺服器累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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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S15169 8.3% 33.3% Google, US 

4 AS21342 4.0% 57.3% Akamai, US 

5 AS8068 3.9% 61.2% Microsoft, US 

6 
AS39723

9 
3.7% 64.9% 

UltraDNS 

(Neustar), US 

7 AS714 3.4% 68.3% Apple, US 

8 AS31898 3.1% 71.4% Oracle, US 

9 N/A 2.5% 73.9% NXDOMAIN 

10 AS62597 2.5% 76.4% NSone, US 

如利用此資料，參考前述壟斷指標檢視 DNS 權威伺服器市場，
結論如下： 

• 單一實體主導： Amazon 市占率達 35.7%。 

• 四大廠商集中率：Amazon、Cloudflare、Google 和

Akamai 總市占率達 57.3%。 

• HHI 指數為 15%。 

權威主機市場有「適度集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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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條件和其他說明 

地理集中化 

從以上觀測資料可看出，代管權威域名伺服器的前 10 大網路企
業握有四分之三的「遞迴至權威」查詢流量，而這 10 家公司中
有 9 家為美國公司，唯一的第 9 名不是公司，是根區伺服器系
統。 

根伺服器問題 

約 2.5%查詢的回應是來自根區的「NXDOMAIN」。然而，根據
根伺服器營運方報告，根伺服器收到的查詢約七成都會導致
「NXDOMAIN」回應。兩者之間似有矛盾，但通常只有遞迴解析
器沒有快取紀錄或快取過期時，根區才會收到查詢。在遞迴解析
器收到的查詢數量遠高於根伺服器的前提下，後者的
NXDOMAIN 比例相較之下遠高於前者亦合理。Cloudflare 資料
的 NXDOMAIN 比例相較於一般 ISP 網路本來就偏低，也是另一
種可能。 

Amazon 與 Route 53 

第一名的 Amazon-O2 和 AS16509 其實是兩組權威伺服器。
Amazon 有自己的權威伺服器服務 Route 53，除此之外，很多
人也利用 Amazon 虛擬服務營運自身權威伺服器。此資料中將
兩者合併，可能造成讀者誤解。 

限制 

本分析乃依據某一天僅 24 小時、來自單一公共遞迴解析器服務
的資料。此樣本並非全貌，也可能有企業使用或瀏覽器使用偏誤。
DNS 查詢數量也並非普世接受的市占率分析指標。 

結論 

以遞迴解析器而言，多數使用 ISP 附加解析服務的現象，抵消了
公共 DNS 解析市場的高度集中化，全球市場在業者多元度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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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平衡。 

權威伺服器市場則不同，前四大業者掌握 57%查詢數量，HHI 指
數則顯示有適度集中的現象。 

公用基礎建設如 DNS 的市場高度集中可能引發多種顧慮，其中
之一是若國家數位經濟僅仰賴少數或單一供應商，則會產生關鍵
弱點。雖然這在權威伺服器市場是個問題，但在遞迴解析市場卻
不是。 

另一個集中化的隱憂則是獨佔或聯合壟斷，進一步導致哄抬價格
或其他市場濫用行為。但這在遞迴解析市場完全不成問題，因為
沒有 ISP 在為 DNS 解析額外向使用者收費。換句話說，對消費
者而言，DNS 解析基本上是免費的。 

權威伺服器服務的集中對使用者是否有潛在影響？有可能，但
Geoff 認為此議題不能自外於數位市場的獨佔競爭本質。數位時
代的經濟環境和 19 世紀末的工業化時代大不相同，當時的反托
拉斯法也未必適用當代產業。他預計另外撰文深入研析此議題。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
合作，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
者了解目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Looking 
at centrality in the DNS。 

圖片來源： APNIC Blog（原始圖片來自 Unsplash，由 K8 上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