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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聯合國秘書處於 2018 年 7 月成立了「數位合作高階小組」
（High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簡稱 HLPDC），試圖透過跨部門、
學術領域、國際合作，以找出應對數位合作挑戰的方式，並在 2019 年
6 月產出《數位相依時代》
（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1

報

告。於報告書中提到，藉由積極的向聯合國內部及各利害關係人諮詢，
發現在快速變動的數位環境裡，迫切需要改善數位合作的模式，並讓
人們生活於「數位相依時代」，這種合作模式需要以人為本的共同價
值觀為基礎，如包容性、尊重、以人為中心、國際法、透明和永續。
在此快速變化與充滿不確定的時期，這些共同的價值觀成為了領導各
國前進的方向，也提到有效的數位合作模式除了需要加強目前受到極
大壓力的多邊主義之外，還需要尋求多方利害關係人的相輔相成，這
種合作模式不止涉及政府部門，還需要更廣泛範圍的利害關係人一同
參與，例如技術社群、學者與研究人員、民間團體及私部門共同加入，
以提供多樣化、更多元的聲音，特別是來自弱勢團體的婦女、青少年、
原住民、農村人口及老年人口，使整體模式更富有包容性。於 2020 年
6 月，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公布了《數位合作路徑圖》
（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2，在其中談到將成立一科技特使
辦公室（Office of the Envoy on Technology），於本年度 1 月底時，指
派 Fabrizio Hochschild 擔任第一屆科技特使，然而在《數位合作路徑
圖》中表示也在現有的多方利害關係小組的機制上，再以策略性、授
權成立一位階較高且不同於現有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架構的團隊，
負責處理緊急議題、協調及追蹤網路治理論壇（IGF）會議結束後之
發展，並在本年度第一次的公開諮詢暨多方利害關係代表會議中討論。
2020 年全球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 COVID-19）疫情影響，
許多國家為避免疫情擴散，陸續封鎖邊境，企業、學校也紛紛配合政
府法令，更改工作、就學模式，讓員工居家遠距工作，學生在家中藉
由網路遠距教學，維持學習進度。工作與學習模式的轉換，真正突顯
出從政府部門到家庭、個人在網路資通訊科技上的數位落差，也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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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了各層級對網際網路與各種網路服務的依賴性。
由於現階段網路的穩定性對國家經濟的影響，經歷了 2020 年一
整年因受疫情影響，許多全球各國與經濟體也了解在發展數位經濟的
未來有許多相關的挑戰都需要予以討論，自國際、國家政府、民間社
群或研究單位，均需共同參與，以自身的角度及專業，以倡議網路治
理相關議題，並尋求共識。
延續 2020 年「探討國際網路治理議題及我國參與全球網路治理
之建議方案」之研究項目，今年度持續參與全球與區域的網路治理論
壇會議，除關切全球網路治理組織模式的發展，也藉由參與會議、工
作小組的討論搜尋與研析全球網路治理相關議題，提供我國了解全球
網路治理模式之發展及未來參與國際網路治理論壇議題討論之建議。

貳、 研究目的
本計畫將觀察及了解全球網路治理之發展趨勢，了解全球數位合
作之模式及關注網路治理模式的變化，了解 IGF 未來可能的發展及背
景脈絡。由於歐美及亞洲可能因地理、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發展的
不同，而各網路治理論壇所關注的議題也會因上述影響而有所差異，
本年度將透過參與會議了解歐美及亞太地區國際網路治理議題，參與
及研究議題相關之國際網路治理會議。藉由收集相關議題、參與國際
網路治理會議，研究及分析議題內涵、影響範圍及議題所涉及的多方
利害關係團體的立場與觀點，除提供我國網路治理相關研究領域討論
及參考外，亦能提供我國參與全球網路治理會議之建議及參與方案與

2

角色。

圖 1 本年度研究項目與架構

參、 研究方法及限制
至本年度期末報告前，全球因仍受 COVID-19 疫情及變種病毒所
影響，大多數的國際網路治理會議皆自 2020 年起陸續改為線上視訊
會議，並在疫苗施打普及前，為減少傳染疾病的風險，仍維持線上會
議模式，故本年度所參與之會議透過網路視訊方式參與，缺少與其他
與會者面對面互動的機會，同時有些會議因為地理位置的差異，舉辦
時間會與台灣有時差，故藉由會議的錄影了解討論之內容及發展。
在觀察全球議題上則是以聯合國 IGF、區域性網路治理論壇為全
球及各區域網路治理觀察之領域，或是藉由參與 Diplo Foundation 所
舉辦的每月網路治理簡報，除了其在各區域國家所安排的播報員會簡
報當月各區域的網路治理重點之外，也會在線上即時投票，可以大致
了解全球網路治理重要議題影響。藉由平時參與之線上會議，了解全
球網路治理之議題後，再收集相關政策資料研讀，以完成本次研究報
告之內容。
亞太地區的網路治理議題，因亞太地區幅員遼闊，加上各地區語
3

言及文化不同，故以觀察亞太地區主要的三個網路治理論壇：Pacific
IGF、SEA IGF 及 APrIGF，以了解整個亞太地區網路社群所關心的網
路治理議題重點，考量議題重要性及時區的關係，將選擇本次研究重
點議題場次參與。

肆、 本年度執行進度規劃
本年度計畫之起迄日期計畫簽訂後至 110 年 12 月 15 日止。將各
項重要工作項目及其進度如下表所示。
表 1 本年度研究執行進度規劃
110 年

時間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1.研析全球網路治
理模式趨勢發展
2.亞太地區網路治
理議題收集及研
析
(1)網路安全
(2)數位經濟
(3)人權
(4)科技政策
3.歐美網路治理政
策議題收集及研
析
(1)網路安全
(2)數位經濟
(3)人權
(4)科技政策
4.參與網路治理相
關之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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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時間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1)DotAsia
27-

(2)APRICOT

28

1-4

(3)APNIC

8-16
27-

(4)APrIGF

30

(5)IGF
(6)其他相關會議
5.撰寫報告

M1

每月工作進度(%)

5

5

5

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累積工作進度(%)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預計查核點（M1）：110 年 12 月 15 日，繳交執行報告與執行進度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 全球網路治理模式發展趨勢
本年度所關注的全球網路治理模式發展趨勢，主要是依據聯合國
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在 2020 年 6 月所發表的《數位合作路徑圖》
（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報告，所規劃之時程進行，並擬
定相關之發展時程。在本年度之初，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中的國家、
區域倡議（National, Regional Initiatives，簡稱 NRIs）小組會議中，針
對該報告中的各議題與時程及議題進行討論。
在今年 6 月所進行的第二次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組
（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s，以下簡稱 MAG）公開諮詢會議
中，除了再次強調今年起的 IGF 會更具政策導向，議題也以可以形成
政策建議為主，並且將本年度可舉辦的工作坊議程設定為 80 個議程
5

於四天內完成，並由 MAG 成員考量議題是否具政策議題導向及永續
性，並強化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以下簡稱 UN IGF 或 IGF）在非會
議舉辦期間，IGF 是否參與及連結全球的 IGF 組織、政策議題。

一、 IGF+的組成架構
在 2018 年時聯合國秘書長邀請蓋茲基金會創辦人 Melinda Gates
和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及來自各界的專家，組成數位合作高階小
組（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並有多場不同主題的圓
桌會議，並於 2019 年發表《數位相依時代》（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報告，針對《數位相依時代》報告書中對聯合國網
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 IGF）的建議模式裡，
其中提到期待 IGF 進化為的 IGF+模式，整理以下 5 個措施：(1)提昇
IGF 的形象，(2)加強所有地區和利害關係人群體的包容性，(3)制定和
實施專業、有目標性的構通和外展策略；(4)不重複現有的結構或是重
新建立新的結構，而是建立在現有的 IGF 目前的架構上，例如動態聯
盟（Dynamic Coalitions 簡稱 DCs）
、最佳實踐論壇（Best Practice Forums，
簡稱 BPFs）；(5)建立專業和專注的籌資結構。
2020 年由聯合國秘書長發表的《數位合作路徑圖》
（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報告一書中提到需要更有效率、結合多邊主義及
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模式的 IGF+模式，以期能讓數位合作更有效率，
提供全球相關網路組織、社群與利害關係人能積極參與至其中。在該
報告書的數位合作高階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
則是提出了五個建議方向：(1)具包容性的數位經濟和社會、(2) 增進
人類和機構的能力、(3)人權和相關的機構、(4)信任、安全和穩定性、
(5)全球數位合作，以形塑全球的數位未來。
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 IGF 或聯
合國 IGF） 也分別於在 2020 年 9 月與 2021 年 1 月，由 MAG 中的
成員，再組成 Working Group on IGF Strategy and Strengthening 工作小
組（簡稱 WG-strategy），針對報告書中的建議提出回應，在「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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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Group on IGF Strengthening and Strategy （WG-strategy ）
proposals on strategic improvements to the IGF and operational measures
in 2021」文件中即提到，希望 IGF 能成為更具包容性、策略性、影響
力及具永續性的 IGF，故也提到相關的作法。

(一) 更具包容性的 IGF
在 2021 年 WG-Strategy 所提出的文件中指出，在 2019 與 2020
年都有來自全球各國、各區域的網路治理相關倡議組織參與聯合國
IGF 活動，之後也會鼓勵南半球國家、發展中國家、低度開發國家也
能積極參與聯合國 IGF 活動。
除了這些國家之外，由於年輕人也是網路治理的基礎，所以在該
文件中也提到了應鼓勵年輕人參與聯合國 IGF，同時也應該講求性別
均衡，更廣泛的讓所有年青人參與所有的議題討論，避免孤島效應或
是同溫層內的討論。並規劃了一次與眾多青年 IGF 倡議團體，如：外
交基金會（DiploFoundation）
、網際網路協會大使（ISOC Ambassadors）
、
ICANN 新生代計畫（NextGen@ICANN Program）…等青年倡議團體，
共同討論如何規劃及參與全球的網路治理議題。MAG 成員則提供了
以下的建議：(1)考慮以 Call for Issue 的方式，徵求議題，並促使與會
者可以更進一步討論這些議題，讓該議程可以對 IGF 社群與利害關係
人產生包容性。(2)調整工作坊的規劃模式，促進不同的單位可以互相
合作，而不是只有單一或是兩個單位在該議程時段中互動。(3)從更多
元的角度去切入各個細微的政策議題，並尋求合作及解決方法。在各
種議程的安排裡，鼓勵年輕人參與議題導向為主的議程，提出討論的
想法，並把年輕人對於政策性問題的建議與想法也納入討論的結論中。
(4)改進 IGF 的網站，使該網站更具功能性，使它成為可以協作的平
台及有關 IGF 資訊的來源。今年的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也因英國 IGF
的資金贊助，也將製作「網路治理觀察」網站，並在年初時由「國家、
區域倡議工作小組」秘書處召開線上會議，討論網站內容、功能及網
站親和力、友善使用者介面等網站籌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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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具策略性的 IGF
在前述 2020 年由聯合國秘書長所發表的《數位合作路徑圖》的
「選項報告」
（option paper）中建議了 IGF 發展的 5 個方向，期待現
有的 IGF 能進化為 IGF+模式，需要系統性的擬定長期的執行發展計
畫，以強化 IGF 的影響力及永續性，這些設計的方向需要加強內部的
連結，而 WG-Strategic 的成員們也相信擬定的多種執行方向也能強
化聯合國 IGF 的影響力，包括：(1)以具包容性的方法發展多元性的
計畫，公開分享計畫，且適時的調整計畫方向；(2)IGF 將會減少議題，
讓討論的內容更深入，但仍保持靈活性以整合新興議題與具急迫性議
題；(3)這種更聚焦性的討論方法將會實際的運用在每年的 IGF 會議；
(4)在非舉辦 IGF 會議的期間，加強 NIRs、BPFs、DCs 這些群組的組
織與產出，並增加了新興的舉辦模式與工作流程；(5)在非舉辦 IGF 會
議期間的工作流程更應該要能與 IGF 會議舉辦時的工作流程能銜接、
相互聯繫。
WG-Strategy 建議 IGF MAG 需要與秘書處合作，發展自 2021 年
開始，多年性的發展計畫，執行《數位合作路徑圖》的規劃並以 IGF
的方式讓數位合作能更廣泛的被執行；讓每個年度的 IGF 議題都具有
延續性，並預期使每年的重要政策領域及議題都會考量到未來的參與
及討論，避免每年的議題都要重新草擬議題；藉由公開的諮詢流程，
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可以提供對議題的意見，每年 NRIs 和 IGF 的其
他組織在每年進行提案時，都應該要能互相分享，並納入整體的 IGF
多年度的計畫，之後 2021 至 2025 年的 IGF 計畫草案將會在公開的
IGF 會議上決定，而在每年的會議結束時，將會進行公開報告，而在
2021 至 2025 年的 IGF 會議或非會議期間的活動，都會遵循著《數位
合作路徑圖》的規劃。
這也顯示了 IGF 將會依循著《數位合作路徑圖》的規劃來進行相
關的發展，讓 IGF 能進化為選項報告中所提到的 IGF+，不止是 IGF
會議期間的活動，連非會議期間的活動，也會積極的進行，讓聯合國
秘書處與 IGF 各組織的相關成員們的連結更強，同時也期待更具包容
性，使議題更具延續性。
8

(三) 更具影響力的 IGF
由於 IGF 多年來都是著重於議題的討論，在選項報告中提到希
望 IGF 能更具影響力，在擬定議題時能注重一致性且更凝聚討論焦
點，並以「議題導向」方式來建立每年的議題及安排議程，而這也會
讓 MAG 們在決定議題、安排議程、評分與選擇工作坊提案時會更具
一致性。
除了 IGF 在每年會議舉辦期間的活動外，由於參與其他 IGF 組
織 BGFs、DCs、NRIs 的成員，在自己的國家、區域也有相關的網路
治理活動，所以在非舉辦 IGF 會議的期間，也應該參與其他國家、區
域的 IGF 活動，除了了解全球的發展狀況外，也可以加強 IGF 議題
與全球各國家、區域網路治理議題的連結性，當然也希望這些成員們
在非會議期間也能積極參與聯合國 IGF 的活動。

(四) 更具永續性的 IGF
在此一建議上，主要是針對 IGF 的財務進行更進一步的規劃。
在此次 WG-Strategy 所提出的各種建議的策略，都需要投入資源將策
略逐一實踐。在 2020 年時，已透過網路治理論壇後援會（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Support Associate，簡稱 IGF-SA）的協助進行公開
募資，在此次的提案中，認同籌款人將與有與趣支援網路治理工作相
關的慈善組織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也要與參與聯合國秘書長的《數
位合作路徑圖》圓桌會議的相關組織合作。
除了透過組織的捐款外，WG-Strategy 也在研究關於小額捐款的
可能性。全球的小額捐款，例如 50 至 500 美元的捐款來成立 IGF 信
託基金，全球網路社群的小額捐款，以全球性的規模來說都會到達可
觀的金額，而小額捐款也可以根據聯合國的法律和財務規定來運作，
不需要執行 5 位數或 6 位數的捐款時，所必須執行的聯合國行政程
序，同時也可以累積相關的貢獻者，更能讓更多單位制定相關的財務
捐獻制度，長期且穩定的捐助都能協助 IGF 永續的資源，所以小額捐
款也是可以參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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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立多方利害關係人高階機構
除了在年初時有討論到關於「科技大使」
（Tech Envoy）的規劃，
並指定由 Mr. Fabrizio Hochschild Drummond 擔任科技大使，指派 Ms
Maria-Francesca Spatolisano 代管該辦公室，在《數位合作路徑圖》中
的段落也提到了要成立「多方利害關係人高階機構」
（Multistakeholder
High-level Body，以下簡稱 MHLB）
，於 2021 年 6 月 14 日台北時間
晚上 9 點，由聯合國 IGF 秘書處召開「關於 IGF 多方利害關係人高
階機構的實施方法簡報」會議。在該會議中，僅針對將成立的 MHLB
進行其組成人員的資格及功能的介紹。
MHLB 的成立目的是協助聯合國秘書處秘書長，與聯合國 IGF 協
調及合作處理網路治理較緊急的議題、並收集聯合國 IGF 及其他的論
壇中意見及交流後續的處理行動，連結聯合國 IGF 和其他相關組織的
討論與產出。在對於其功能的提議上，MHLB 主要有 4 個功能：(1)
接受 MAG 的報告和推廣 IGF 與它的產出、(2)支援利害關係人的參
與和 IGF 過程的拓展、(3)支援 IGF 募資的責任、(4)與其他的高層決
策者和適當的政策論壇交流 IGF 討論的結果，並促使這些論壇的參與
者或決策者投入及參與 IGF 的議程決策。對於參與 MHLB 的成員，
也需要負起相對應的責任，包括了：(1)參與每年 3 次的 MHLB 會議、
(2)參與每年聯合國 IGF 的活動，特別是其中的高階討論議程、(3)熟
悉在未召開 IGF 年會前籌備工作和所有由 IGF 秘書處相關的通訊及
更新資訊、(4)就新興及緊急議題提供建議，供 MHLB 作為論壇中優
先的討論事項、(5)支持提高對 IGF 的認知並讓利害關係人參與討論、
(6)尋求為 IGF 信託基金籌募資金的新機會、(7)溝通 IGF 的正式產出
及更新 MHLB 在相關倡議流程的決策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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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MHLB 會員組織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 IGF 秘書處簡報）
自圖 2 當天會議簡報中會員組織圖可知，MHLB 將會有一位主
席，並由成員輪流擔任，主要的 3 種主要成員背景為： (1)會員國政
府中部長等級的代表、(2)私部門、技術社群、公民團體組織中執行長
層級的代表、(3)不在前述兩個主要成員的多數利益團體。這些成員由
聯合國秘書長和 IGF MAG 成員選出，同時也會接受公開提名，最終
會由聯合國秘書處參考來自：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DESA）
、
IGF 秘書處和前述所提到的科技大使辦公室的建議來決定 MHLB 的
成員，任期為 2 年，每年會有 3 次會議，而會議中的討論內容自由開
放使用，但不透露由誰發言，即 Chatham House Rule 的參與方式，而
IGF 秘書處也會擔任 MHLB 的秘書處。對外代表則是由：前年度、本
年度及下個年度將主辦 IGF 活動國家的部長級代表（共 3 位）、IGF
的 MAG 主席及科技大使辦公室為主。
在該次會議裡，有些參與者不斷的提醒關於「透明度」的問題，
且 MHLB 的成員或是 IGF 的 MAG 成員都不能代表全球 200 多個公
民社群，包括推薦機制的透明度，雖然在會員組成中有提到需要私部
門的參與，但從會員的遴選機制來看，似乎也未把私部門的參與考量
至其中。與會者之一，也是網際網路之父之一的 Vinton G. Cerf 也發
言提醒，在聯合國秘書處主張成立 HMLB 的同時，應與先前所建議

11

的 IGF+整合，保持全球區域參與的均衡性。同樣的，由於 IGF 的募
資是重要的議題，所以更應該注意募資的公開透明。

三、 全球數位合作發展議題
在聯合國秘書處秘書長提出《數位合作路徑圖》後，除了本身要
求聯合國 IGF 更貼切與全世界的網路治理論壇相互連結外，更要求要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互結合。在聯合國成立 75 週年的會議上，
聯合國秘書處處秘書長提出了《我們的共同議程》（Our Common
Agenda）3，在該報告中提到了 12 個承諾，且也提到需要啟動「多邊
主義」才得以落實這些行動方案。該 12 個承諾分別為：不遺漏任何
一個人、保護我們的星球、推動和平和避免衝突、遵守國際法及確保
正義、把婦女和兒童置於中心位置、建立信任、加強數位合作、對聯
合國進行升級改造、確保永續金融、促進夥伴關係、傾聽和與年輕世
代共同工作、做好準備等。在「加強數位合作」領域，主要是規劃全
球的數位契約以實現以下目標：讓所有人與學校連結至網際網路、避
免網路碎片化、保護資料、讓人權也適用於網際網路、對於歧視和誤
導性內容實施課責的標準、推廣對人工智慧的監管及對於數位共同領
域成為公共有益的事物。
在此報告中，並不只是加強數位合作，在其他的領域的行動方案
中，仍維然有加強數位包容、人權與數位經濟的相關議題，除了藉由
成立前述的 MHLB 組織之外，今年的聯合國 IGF 也自社會、經濟、
網路安全、數位合作、人權等各種角度鼓勵提案，並要求每個工作群
組、提案人、工作坊、最佳實作論壇都需要考量這些產出能否作為政
策參考的依據。
今年除了加入了環保與永續的議題外，也因為以往的網路治理議
程多數都是由北半球的國家進行討論，所以在數位合作發展相關的議
題上，也會探討如何讓南半球的國家能更進一步的參與，如何降低他
們在參與網路治理議題的討論、網路政策的制定、數位轉型的議題、
網路安全的討論…等，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發展的期間，全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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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位落差、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造成有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無法透
過網路參與會議、學生也可能因為家中的設備不足、網路頻寬不足，
而無法取用網路，所以在今年新成立的政策網路（Policy Network）中
即討論何為「有意義的連結」，也符合在《我們的共同議程》報告中
第一個承諾「不遺落任何人」中的目標，
「加強數位合作」裡，讓每一
個人、學校都能連結上網路。
在今年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議程中，探討數位主權、多方利害關
係人機制與治理的相關討論、如何更容易參與網路治理、供應鏈的網
路安全與網路標準都是相關的議題，由於在《我們的共同議程》報告
中著重於多邊主義，但網路治理論壇仍希望以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
讓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可以發聲，這也會是持續討論的題目。
網路安全標準與供應鏈的安全、物聯網設備的相關的討論，也因
為在 2020 與 2021 年中，有不少基礎設施遭受到網路攻擊，而這些
可能涉及人民生活的必要性與必需性，所以全球也在關注物聯網的網
路安全議題，同時在連網設備中，自製造商到末端使用者的整體供應
鏈的安全、相關網路安全標準的制定與議程，都會持續的在關注中。

四、 全球因為疫情而進一步探討「數位轉型」
由於 COVID-19 疫情的影響，許多每年舉辦的實體會議都轉以線
上研討會的方式舉辦。自 2020 年起 ICANN、APNIC、聯合國 IGF、
APrIGF 等會議都改為線上會議，在疫情稍微可以控制，且各國疫苗
施打的普及率開始提高後，便改為線上與實體共同舉辦的會議，例如
今年 9 月在印尼舉辦的東南亞網路治理論壇是採實體與線上混合模
式、 亞太頂級域名協會第 80 次會議和太平洋網路治理論壇便聯合在
線上舉辦，藉由網路的便利性，讓人們透過線上會議室進一步的討論。
在各國的網路治理論壇中，都會討論關於「數位轉型」的相關議
題，連帶也會討論如何才是「有意義的連線」
（Meaningful Connectivity）
，
並如何透過可負擔的連線費用讓低度開發的國家（Least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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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簡稱 LDCs）也可以連線使用網路。
在可負擔網路聯盟（Alliance for Affordable Internet，簡稱 A4AI）
的文章 4 中提到所謂的「有意義的連線」
（Meaningful Connectivity）即
為「使用者每天可以當使用具有足夠數據和快速連接的適當設備使用
網際網路時，便有了有意義的連接」由於部份國家的網路基礎建設不
足，可能需要透過連結到低軌衛星或其他的連線方式，然而連結到低
軌衛星的方案的費用也較高，也有人考量到衛星的連線穩定度不高，
可能無法達成有意義的連結。
也因為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響，也有不少國家開始進行遠距
診療、遠距教學，但因遠距診療需要依靠高速且穩定的網路傳送視訊
及圖像，老師與學生在進行遠距教學時，同樣也需要穩定的網路，但
可能也會面臨在偏鄉地區的網路基礎建設不足、設備不足、網路連線
品質不穩定的情況，這些「轉型」的議題並不是只在低度開發的國家，
許多已開發或是開發中國家，也會因為城鄉發展的差距，都市與鄉間
的網路連線品質不一。在去年的聯合國 IGF 上已經有人在呼籲需要重
視孩童受教的權利，今年全球受到疫情擴散難以控制的影響，網際網
路已成了救援的生命線，像是處於隔離中的被觀察者、許多國家如印
度 5、台灣政府紛紛要求人民上網預約登記疫苗注射，如果人民本身
對於網路或網站的操作感到有難度、網路技能教育，或是因為網路在
偏鄉的連線品質不佳，都會導致其疫苗注射的覆蓋率不足，除了不利
於控制疫情外，也會讓人民可能曝露在容易被感染 COVID-19 的風險
之下。
同時也在不同國家、區域的網路治理論壇中，聽到許多場次的參
與者提到關於「不實資訊」和「錯誤資訊」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在疫情期間對人民的傷害，由於很難查證，或是人民的
心中對於疫苗的錯誤資訊，造成人民反對、仇視、被分裂，這也是許
多國家不願意見的發展。2020 年曾經討論過關於「媒體識讀的素養」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和「事實查核」等處理方式，但至
今仍無較完善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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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數位轉型的同時，也在不同的論壇及研討會中提到在氣候
變遷的危機中，如何兼顧數位轉型與環境保護?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中的「政策與環境」工作小組（Policy and Environment Working Group）
更是參與不同的區域論壇，並討論如何運用「資料治理」來協助保護
環境，並透過實際至全球論壇討論，整理出共識。同時在關於數位經
濟的相關討論中，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也不斷的被提及，像是如何運
用網際網路、數位服務來消除不平等、讓每個人都能擁有體面的工作、
環境保護…等，而以亞太區域網路治理論壇（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 APrIGF）的主題、共識文件中均含
有永續相關之主題。

陸、 亞太地區網路治理議題收集及研析
本年度的亞太地區網路治理議題收集，由於「亞太」地區的幅員
遼闊，且語言文字也具多樣性，不同經濟體系規模的國家也會有不同
的網路治理議題，科技發展較先進的已開發國家則也會同時參與國際
間的經濟發展會議或是網路治理會議，故本年度則以主要的三個大型
網路治理論壇中的議題為議題收集與研析的參考依據，將藉由頁面資
料收集或是參與論壇活動，了解亞太地區的網路治理議題重點。
亞太地區的三個大型網路治理論壇及舉辦時間、主題如下表 2，
由於今年的太平洋網路治理論壇（Pacific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是與亞太頂級域名協會（Asia Pacific Top Level Domain Association，
簡稱 APTLD）
，故僅列出其大會主題，而其他各場次議題仍是以網路
安全、加強數位包容及能力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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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年度亞太地區三大主要網路治理論壇活動日期與主題
網路治理論壇

舉辦日期

討論子題

Digital

1. ICT Infrastructure and cyber security

Southeast Asia Internet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in

2. Digital Rights and Society

Forum，簡稱 SEA IGF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網路治理論壇

太平洋網路治理論壇

9 月 1、2 日

主題

9月6至9日

Pacific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 PAC IGF

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

9 月 27 至 30 日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ICT
and
Telecommunication
during a Pandemic or
Crisis

3. Youth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

Towards an Inclusive, Inclusion, Sustainability, Trust

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Sustainable and

Governance Forum 簡稱 APrIGF

Trusted Internet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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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網路安全
在 SEA IGF 的主題中，仍可以見到其重點會在基礎建設與網路
安全的議題上，同時也有面臨不實資訊在網路上流傳，需要查核的議
題。尤其是在疫情傳播期間，加上主辦國印尼本身在 8 月 31 日就遭
遇了資料外洩事件，幾乎每個東南亞國家都必須採用遠距工作，許多
人都要開始習慣藉由網路工作，對管理上是很大的挑戰，同樣的資安
保護也同等重要。
新加坡政府長久以來一直在建立智慧國家（Smart Nation）
，所以
在其日常生活中便有不少關於物連網、智慧家庭、遠距學習、智慧交
通等相關應用。在 SEA IGF 的會議中，新加坡政府分享在疫情肆虐全
球期間，所有人員都必須待在家中，但希望不要中斷學生的學習進度，
由於長久以來都在進行遠距教學，所以針對學生原本就熟悉的網路教
室環境，重新再進行設計，利用虛擬實境，讓學生也能透過這些技術
造訪課程所需要去的地方、建築物讓學生有身歷其境的臨場感，在課
程的設計上也著重在「危機管理」特別是在如何讓事業持續經營及財
務金融上的課程。
在不實資訊的議題上，由於各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有許多關於疫
情的不實資訊，續了 2020 年多數對於不實資訊的討論，在 APrIGF 會
議中，依然會討論關於不實資訊的查核，及網路攻擊造成資料外洩對
民眾所造成的影響，並在 APrIGF 會議中討論了網際網路成功的要素
及資料的可互相操作性，並把這類議題延伸至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進
行更進一步，對於網路公共核心的討論。
亞太地區的網路安全大多會於國家政府為主導，以台灣自身來說，
便是以「資安即國安」顯示政府對整體網路安全的重視性，並制定相
關的發展綱要，在 2017 年底便陸續以民生需求的基礎建設為優先，
建置了 8 個主要關鍵基礎設施的「網路安全資訊分享中心」，並由相
關的部會進行規劃定時或不定時的演練，與國內外 CERT 或網路安全
相關組織交流資訊外，也依照其時程，進入了第六階段，鼓勵國內廠
商進行相關的人才培育與建置國家級的「資安卓越中心」
，進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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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的相關資安議題研究。
同樣的，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國家也陸續由
政府主導建立相關的「網路安全資訊分享中心」
，並且會以該國關注
的重點發展產業為優先，例如新加坡便以金融為主，成立相關的資訊
安全分享中心，同時也號召亞太地區的國家加入其聯盟，共同協助維
護相關的網路安全。

二、 數位經濟相關議題
(一) 亞太地區仍著重於數位轉型
在亞太地區的數位經濟議題中，除了資料的所有權、運用的權利
外，由於受到 COVID-19 的影響，許多國家除了想藉由數位轉型讓自
己的國突破因為疫情必須封城而導致的經濟困境，而亞太區國家如菲
律賓，由於基礎建設不足或是因為使用網路的費用較高，造成當地學
童儘管需要在家上課，但卻沒有足夠的頻寬或是家中設備不足而無法
上課，必須冒著染疫的風險至其他地方一起上課。在今年聯合國網路
治理論壇期間，也有因為網路不穩定而無法持續參與的情況。
在今年的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中，長期依賴觀光收入的尼泊爾，
因為全球疫情嚴重，這兩年的觀光收入大減，於他們也開始著手於透
過視訊的方式，讓旅客至尼泊爾進行網路的導覽，希望藉由網路觀光
的模式也能補貼疫情期間的收入，或是在疫苗施打普及後，開放旅館
的預訂，期待旅客回流。
在太平洋上的各個國家，自會議中討論的內容得知，主要的問題
還是在於網路連線的費用偏高及基礎建設的不穩定，加上這些國家可
能多屬於島嶼型的國家，所以在網路建設上的困難度也提高了不少，
或是只能依賴衛星連線，雖然近年來低軌道衛星網路可能會普及，但
在進行網路視訊會議時也有使用者會面臨頻寬不足、停電、斷線的狀
況，或是因為頻寬不足，只能傳遞聲音或是聲音斷斷續續，無法維持
網路會議的品質。在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舉辦期間，菲律賓的簡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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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網路的不穩定，而無法進行簡報。同樣也是菲律賓，在 11 月
進行的線上座談會中，講者之一的 Aris Ignacio 也提到，由於網路建
設不足，加上不是每個人的家中都擁有或足夠學童上網學習的設備，
孩童可能得另外集中到另一處連線上網學習。也因為疫情的影響，許
多國家政府也讓人民待在家中，同樣也在 11 月進行的線上座談會裡，
這些講者們提到了，因此提升了人民連網、使用電子支付、使用網路
叫餐外送的服務，這也間接的促使政府必須提升網路基礎建設的品質，
也能協助其開始數位轉型，許多本來只相信實際貨幣的商家與消費者，
因為疫情的緣故而始使用電子支付，年輕的族群開始使用一些線上的
交友社群平台，不一定是我們熟知的 Facebook、Instagram，如韓國以
Kakao、越南的年輕使用族群會使用一種定位分享服務或視訊平台，
其他像是 TikTok 或是小紅書都是年輕人所習慣使用的線上社群平台。
除了重視相關的隱私及使用者資料安全外，以政府的角度來說，是希
望透過網路或數位服務在防疫的同時也能促使各產業開始進行數位
轉型，但也需要考量網路安全對數位經濟的影響。

(二) 韓國公務部門資料的應用
在每兩年一次的聯合國電子化政府調查中，在 2012 和 2014 年連
續獲得該調查的第一名，雖然在 2016、2018 年時排名下降至第三名，
但在 2020 年時，又爬升至第二名。由於全球在暢談資料的運用。在
歐美國家，資料大多掌握在企業手中，但亞洲國家的資料多由政府監
管，而韓國在電子化政府調查中的表現傑出，在 2020 年的調查查是
全球排名中在前三名的亞洲國家，第一名是丹麥，第三名是愛沙尼亞，
其次是芬蘭、澳大利亞，平時作為標竿的亞洲電子化政府國家，如新
加坡和日本，在 2020 年的調查中，分別全球排名第 11 名和第 14 名。
韓國政府很早就進行相關的電子化政府的措施並建立相關的法
規。在 1995 年至 2011 年間，韓國政府便陸續規劃了與資料保護、使
用的相關法規，1995 年通過《信用資料使用與保護法》
、1999 年《資
訊科技網路法》、2011 年通過《個人資訊保護法》、2013 年通過《開
放資料法》
，並在今 2020 年時修訂了 3 項與資料使用相關的法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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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法案除了基本的資料開放外，也進一步的保障使用資料。韓國政府
希望建立一個以資料導向的社會，所以不斷的規劃相關的立法時程，
以加速實現電子化政府的願景。

圖 3 韓國數位政府立法架構
資料來源：Sungjoo Son, Digital Policy and Practice in Korea, 20216
在政府內部的資料上，有專案在進行 Metadata 的取得，Metadata
可以說是「描述資料的資料」
，便能透過這樣的資料連繫相關的資料。
除了中央政府機關的規劃與執行外，地方政府也需要配合，但由於地
方政府的能量較為不足，所以韓國的國家資訊社會處 （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以下簡稱 NIA）也提供了對於地方政府
人員的網路教育訓練，或是即時電話服務，讓他們可以藉由視訊課程
提升自己的能力，遇到處理資料的問題時，也可以打電話即時尋求協
助。對於目前還在職位上的公務人員提供線上訓練及電話問答，NIA
也著手訓練 34 歲以下，在各機構進行實習的青年，讓他們在實習階
段就能擁有開放資料的意識與習慣，當他們至機構正式工作時，就可
以熟練的提供符合開放資料標準的檔案。在韓國政府進行電子化政府
的部份，其政府內部已整合為一個完整的政府雲，透過雙因子驗證
（2FA）機制來驗證身份、取用政府雲裡的資料，規劃存取資料權限
層級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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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的架構上，成立四個單位：(1)開放資料策略委員會（Open
Data Strategy Council，簡稱 ODSC）
，成員過半數來自於私部門，負責
監督和評估政府主要的開放資料政策、計畫和執行。(2)內政和安全部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Safety，簡稱 MOIS）：總體規劃開放政府資
料和評估實施，建立數位基礎設施，發布資料集等。(3)國家資訊社會
處（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簡稱 NIA）：負責設計、執
行開放政府資料政策或策略的主要執行機構。(4)開放資料糾紛調解委
員會（Open Data Mediation Committee，簡稱 ODMC）
：負責處理部份
政府機會在進行開放政府資料時可能會有抗拒、拖延的心態或是協調
相關的爭議事件的委員會。
能取得資料的也有該單位或是該專案的資料長或是主持人，有明
確的權限管理。在與國際的交流上，則是與成立於芬蘭的 MyData 組
織合作，在韓國成立分會，並獲得韓國政府全力支持。

圖 4 韓國政府鼓勵私部門重複使用政府開放資料的案例
資料來源：Hyejeong Lim, Open government data polies and best practices
in Republic of Korea, 20217
韓國政府鼓勵民間企業重複使用資料，並保障企業使用資料的權
力。以韓國利用開放資料所成立的貓頭鷹巴士路線為例，政府在調查
過夜歸者的需求後，藉由分析 GPS 的訊號資料，規劃了 9 條夜班巴
士的路線，讓不同城市間有需要搭乘夜間巴士的使用者，可以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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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居住的城市。此舉則是藉由政府將資料釋出，而由民間業者進行
分析及規劃後，再與交通業者合作，由業者維運巴士及路線，政府僅
負責維護資料。由於韓國政府很早便實行了《個人資訊保護法》並透
相關的法案保障政府和廠商使用這些資料的權利，所以廠商可以放心
使用政府所開放出來的資料。
在 COVID-19 疫情流行期間，韓國政府也釋出了購買醫療用口罩
的相關資料，民間開發者也運用這些資料製成口罩地圖，讓有需要的
人參考地圖上的資料購買，台灣的開發者也使用這些資料，製作成不
同版本的口罩地圖。
雖然政府保障了私部門使用資料的權限，但像是人民的隱私保護
議題目前還在討論中，由於在韓國，政府可以取用電信公司中 GPS 的
相關資料，但仍然也有著是否針對特殊人士追蹤其足跡的疑慮，這個
範圍因涉及人權，所以仍在討論中。

三、 科技政策
除了前述的韓國政府的電子化政府政策與其資料應用有關，也因
為政府開放了資料，立法保障了私部門、民間使用政府資料的權利，
讓政府部門專心維護資料與資料集的品質，不涉及民間部門的開發與
應用，如果民眾、使用者認為應用程式應該改進的地方，則直接向開
發者反應，而不是向政府反應，政府的責任在於維護資料與資料集的
品質符合全球開放資料的標準、可以被機器讀取、使用、再利用等。

(一) 觀察亞洲國家政府央行數位貨幣政策發展
其他亞洲國家政府，如新加坡、日本雖然有開放政府資料或電子
化政府的政策，但因為文化或是後來疫情的衝擊，而有所延緩。由於
在疫情期間，各國開始鼓勵使用電子支付，而新加坡曾經試著使用相
關的技術，建置區塊鏈的畢業證書系統，也試著藉由區塊鏈建置貿易
相關的區塊鏈應用平台，將產地證明、提貨單、發票等文件儲存在區
塊鏈上，避免詐欺情況出現。同時也與多家銀行業者結盟，建置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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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平台、研究國內銀行間的清算系統…等各種不同的應用，甚至
提供不同的區塊鏈清算應用方案給民間銀行，提供相關的建議。
在 Facebook（在報告截止前已改為 META）宣布要發展加密貨幣
Libra 並與各國央行所發行的法定貨幣 1:1 後，全球央行都感受到新
的威脅，許多國家紛紛對於發行央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以下簡稱 CBDC）的相關研究。日本央行則認為，若需要
發行 CBDC，則需要民間的私部門支付服務共同配合 8，所以目前也
沒有發行數位貨幣的計畫，在 G7 會議中，整體 G7 成員國也表示
CBDC 可以補足現金的缺失，但 G7 成員國中並沒有推出 CBDC 的相
關計畫，同樣的，雖然新加坡積極的測試各種新的應用，但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則在 11 月時表示現階段不發行零售型央行數位貨幣 9。
綜觀亞洲除中國之外的國家，對於發行央行數位貨幣仍較偏保守
的觀望者居多，中國除了是亞洲地區國家在發行央行數位貨幣上的先
行者外，相較於歐美國家，中國在發行數位貨幣的政策規劃中較早進
行，更領先全球的進行試行階段，並且在 2021 年 3 月 22 日公告《加
快培育新型消費實施方案》10 中，便提到要積極的拓展無接觸式的消
費體驗，除了鼓勵使用電子支付外，也是在準備實現其央行數位貨幣
的發行。

(二) 中國央行數位貨幣政策觀察
中國央行所發行的數位貨幣稱為「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簡稱「DC/EP」
，即包含了數位貨幣及電子支付，由中國人
民銀行發行。中國政府自 2014 年起就對數位貨幣進行相關的研究，
目前在中國境內已陸續在不同的場景進行測試及觀察，但所謂的
DC/EP 本身並沒有使用區塊鏈技術，且高度中心化由政府進行監督的
電子支付系統，僅借用了區塊鏈交易技術的概念：點對點支付、可追
溯、不可竄改。由於中國政府不會讓民間企業主導電子支付或數位貨
幣的功能，所以也逐漸管制其民間的電子支付平台，也因其嚴格禁止
其國內人民使用各種加密貨幣及平台，一些討論群組、區塊鏈技術的
交流平台也陸續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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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8 月時，便發布了《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
總體方案》11，在幾個重點城市進行測試，並在深圳、成都、蘇州、
等地及 2022 年冬奧場景相關部門協助推行測試，之後陸續再視情況
拓展到其他城市。在 2020 年 10 月時，在 DC/EP 試點期間，處理了
313 萬筆交易，總額為 11 億元人民幣（約 1.6 億美元）12。在 2021
年 2 月時，則是於成都市的個人民眾發放總額 4,000 萬元的數位人
民幣消費紅包，領到紅包後，可以在試營運的地方進以數位人民幣進
行消費，6 月蘇州軌道交通 5 號線、北京軌道交通啟動了時可以使用
數位人民幣購買車票，在到 8 月時，中國城銀清算服務有限公司、農
信銀資金清算中心同時宣佈將接入數位人民幣系統 13。
中國政府積極的在測試其央行數位貨幣，透過其國內現行的，由
民間企業所開發的支付系統發放這些數位貨幣，讓民眾能快速的適應，
並藉由政策的宣導，如配合 3 月時在《加快培育新型消費實施方案》
中鼓勵使用無接觸的支付應用場景，如在超市、商店、餐廳、車站、
書店中使用無接觸的支應，也逐漸有清算中心、銀行陸續加入其系統
中。
在民間的應用廣泛普及後，中國政府當局可能直接與現行的民間
支付系統合作，實際發放數位人民幣。未來，中國的消費者或企業要
進行跨境交易時，中國政府可能會藉此進行拓展數位人民幣的國際化，
要求企業開始使用其數位人民幣進行國際貿易的交易，也成為中國在
對抗美國之間的貿易戰的一種手法，甚至可能成為其「一帶一路」倡
議的基礎工具之一；另外，由於 DC/EP 具有點對點交易的功能，所以
在進行結算和清算時，減少許多流程；也認為藉由發放數位人民幣，
可以刺激金融服務業的創新 14。
相較於全球其他國家可能還在初步探索及研究的階段，中國已經
直接進入在各主要階段進行測試並可能在 2022 年的冬季奧運上再深
試，如果與中國有貿易業務往來的國家都應該需要對 DC/EP 的發展
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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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權
亞太地區的人權議題自 2016 年以來都會涉及隱私保護、女性參
與科技政策的制訂與討論、如何提升女性在資通訊產業中的地位、可
以自由的上網…等討論，由於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不一，在網路
基礎建設的發展程度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日本，有些城市的學生可
以使用政府提供的平板電腦在家遠距上課，且老師和學生的滿意度都
很高，但相對在菲律賓、斐濟等國家，網路連線頻寬不足，家中的上
網設備不足，學童可能得零星到其他地上課，吉爾吉斯則是因為網路
建設不足，所以可能要透過其他的方式將課程內容放放在相關的設備
中，定期更新課程的內容，所以每個國家的狀況都不同。
另外在本年度的 APrIGF 的討論中，也加強了關於社群平台對於
網路使用者的言論審查的情況，女性在社群平台發表意見時，會遭受
到仇恨言語的網路暴力功擊，網路環境對女性不友善的情況下，也使
得女性不敢在網路環境中公開發言。
在 Pacific IGF 中可以了解對於太平洋上各國的人民，也希望政
府的服務可以網路化、政府能提高透明度、讓政府行政可以更透明、
具課責性。在 2018、2019 年時的 APrIGF 會議中，便分別有討論電子
化政府、政府入口網站的相關討論。

(一) 全球通用計畫的觀察
除了上述的綜觀外，網際網路之間一直存在著偏重英文內容的情
況，許多頁面為了提升全球搜尋引擎的排名，也都會以英文的內容為
主，目前全球的域名都是以英文為主，當然也方便讓搜尋引擎找到網
站，對於母語非英文的亞太地區來說，一直要去記得英文的域名，對
於未受過英語教育的網路使用者來說，是較不方便，也會是一個造成
數位落差的門檻，例如印度、阿拉伯地區、俄羅斯、韓國、日本、台
灣及中國…等國家的網路使用者都需要習慣熟記英文域名，而不是自
己習慣的文字。根據 W3Techs 的統計 15，網路上使用英文的內容高達
63.6%，其次是俄文、土耳其文、西班工文，但除了英文內容的占比
外，其他語言的比例都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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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促進網路的普及，減少非英語族群上網的困難度，由社群為
基礎的「全球通用」
（Universal Acceptance，簡稱 UA）小組成立，希
望能藉由 New gTLD 的申請和發放和 IDN 國際化域名的普及推廣，
讓更多網路使用者可以使用自己熟悉的文字。全球通用的目的就是要
讓這些連網裝置、郵件伺服器、應用程式或相關系統都能無差別的接
受這些非英文語系國家的文字，範圍包括了國碼頂級域名、通用頂級
域名、及國際化域名。
ICANN 在今年 1 月時與亞太頂級域名協會合作開設了全球通用
的培訓課程，讓學習者可以學習相關的技術與知識外，也能夠讓各種
創新的應用出現在相關平台中，能增進網路的多樣化，讓所有語言在
網路上都能平等、一致的在網際網路上被接受、儲存。
在 ICANN 的會議或是其他網路治理的會議中，也有一些參與者
質疑，在英語教育逐漸普及，有些使用者只透過社群平台、搜尋引擎
的情況下，是否還需要 UA 這個計畫的存在?甚至也有人質疑目前 UA
計畫中似乎也多是北印度地區的語言，並沒有如計畫所提到的「多樣
化」
。然而讓所有語言、文字、符號平等的顯示、儲存、在網際網路上
被無差別的接受，是基本的公共服務，是必須要存在，也是服務有需
要的網路族群，也許未來在 UA 計畫更普及後，人們不需要受限於搜
尋引擎、郵件伺服器只能接受「英文」的限制，而可以讓更多的內容、
域名的多樣化讓網路內容更具多樣性。

(二) 因 COVID-19 疫情影響的人權議題
在本年度，由於亞洲仍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所以在報告中
整理網際網路上的使用與人權相關，所觀察到的議題。
1. 女性與兒童受到暴力的案例增加
在本年度的 APrIGF 活動中，大量的討論了自 2020 年疫情爆發
後，各亞洲政府因防疫需求，同時為了避免造成民眾恐慌，對於網路
社群平台的控管、邊境管制、國內人民的行動都嚴加管制。除了在 2020
年開始可能會為了減少在戶外行動的人數，而藉由「封城」
（loc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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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實施戶外人員行動的分流管制；例如馬來西亞在 2020 年初就進行
了封城的管制，這讓婦女與兒童在家裡面臨暴力的情況增加，女性團
體接到的求救電話是以往的三倍，在 2020 年尋求安全墮胎的婦女電
話增加了近 50%16。
在今年度的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進行時，也曾討論過女性可能會
因為政府進行封城制度，影響到日後她們親自至國外參與會議的可能，
甚至連透過網路參與的機會都會因為無法自由使用網路而受到影響，
原本倡議的兩性平權因為疫情而更難推廣。
2. 網際網路在疫情肆虐時如同生命線
許多國家如印度、中國因為疫情肆虐，人民必須在家中減少外出
染疫的機會，也規定人民必須依規定待在家中、孩童不能去學校上課、
連疫苗的施打登記也要透過網路來預約，台灣在 2021 年 5 月因為疫
情擴散的情況嚴重，加上當時疫苗施打的情況不佳，所以也是建議公
司行號居家上班。到了全球開始陸續施打疫苗時，印度政府要求人民
透過網路連線登記疫苗，但在印度的偏遠地區仍然無法有效連線，甚
至需要到特定地點才會有網路訊號以連結上網，這造成當地的疫苗施
打率不佳，基礎建設不足也讓人民無法連線上網學習、登記施打疫苗，
除了損害就學的權益之外，錯失了施打疫苗的機會也增加了染疫的風
險。
3. 部份國家要求疫苗護照所造成的恐慌
有些亞洲國家，可能因為採購疫苗的能力較弱，所以無法積極的
提升疫苗的普及率，這也造成這些國家的人民若想要出國到其他國家
參與會議，可能會面臨因為缺少被認可的疫苗而感受到被歧視，雖然
許多主辦會議的單位也提供了線上與會的選項，但在相關的規定與隔
離制度下，都會讓無法參與者感受到被歧視。
有些國家要求的疫苗護照是紙本，也有些國家是要求以數位方式
呈現，例如中國、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印尼、澳大利亞、越南、
泰國…等多數國家 17 都有疫苗護照的相關規定，不見得是使用數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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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護照，但都要求入境該國除了疫苗的相關施打記錄外，像中國是
結合了該國消費者最常使用的網路通訊軟體，並由該軟體產生一「隨
行碼」
，若是呈現綠色的就可以自由移動，若是其他顏色，可能就無
法自由的在中國境內移動。
在今年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中，便討論到關於疫苗護照的可行性，
除了因為其背後監督機制的不夠透明，讓許多人都感到憂慮，部份國
家會要求把疫苗施打記錄作為為可否前往該國的標準，更進一步數位
化疫苗護照，對於某些發展中國家或仍然存有數位落差的國家人民而
言，他們感覺自己受到歧視。

柒、 歐美網路治理議題收集及研析
本年度關於歐美網路治理的政策議題，主要仍以觀察歐盟及聯合
國網路治理論壇，英、美及 G7 相關會議，針對網路安全、數位經濟、
科技政策及人權等相關議題，收集相關資料並進行研究。

一、 網路安全
(一) 聯合國開放式工作小組（OEWG）於上半年提出最終
報告
聯 合 國 開 放 式 工 作 小 組 （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 簡 稱
OEWG ）的組成成員為聯合國會員國，且自 2020 年起，也因為受到
疫情的影響不斷的透過線上會議進行相關的討論，也讓非聯合國會員
國成員或各界有興趣的利害關係人透過 2020 年底的聯合國網路治理
論壇與會，在報告書中也國際法在資訊科技、與各國之間處理，同時
也討論了能力建設、重建信任機制等議題取得共識，並在 2021 年 3
月時出版了最終報告（Open-ended Working Group Final Report）18，並
於報告中提出 OEWG 的觀察及建議，尤其是在國際法對各國的行為
規範，在不斷的討論中，得到了國際法在資訊科技領域對各國的行為
規範是有效的，強調了各國在之間的行動規範，而一般常討論的「規
範」
（Norms）則是屬於自願性質的，可以作為額外的指引，國際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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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兩者之間的關係讓各國之間在使用資訊科技時，都能符合國際間
對於國家安全及減少利益衝突的期望，在整體的討論中也希望保持定
期的對話，以使彼此的行為更透明、增加合作機會，促進彼此之間的
信任。能力建設（Capacity-building）可以為一國對國際網路安全及穩
定有所貢獻，這些要素都促成了國際合作的框架，各國可以彼此交流
學習的機會並找出共識，共同維持網路空間的穩定性，為進一步的發
展及實施合作框架提供更多的機會。同時各國的參與者也表示國家在
科技發展上應該負中立的責任，避免濫用新科技，也不應該藉由科技
發展而破壞國際安全與和平。
1. 潛在的威脅及風險
不同的國家會員在會議中表達出其感到受到資通訊產業將可能
面臨的威脅及風險，對於一些國家感到不安的，是全球各國都在使用
資訊科技來改善、增加國家的經濟活動，然而有些國家則是開發及應
用資訊科技來傷害彼此，與維護國家、國際安全的目標不符合，而運
用這些資訊科技或先進技術來開發軍事武器，也可能增加國家之間的
衝突。
其他的威脅也包括了供應鏈的管理安全、缺乏透明度及明確的漏
洞通報流程、揭露有害的隱形功能、全球資通訊業在整體供應鏈中，
資料及存放資料的空間，相關供應鏈的安全性都在各國的討論中，更
覺得應該需要有透明、明確的漏洞揭露流程，避免隱藏的資安漏洞危
害國家的資訊安全。
在討論中也有些國家認為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本身就缺乏
對於資訊安全的責任感，也沒有明確的規範。
然而在討論裡所達成的共識仍是希望資訊科技的發展是用於維
護國際之間的和平和安全，並且有些代表強調希望能維持「科技中立」
（technical-neutral）
，希望科技的進步是帶來新的應用與發展的機會，
但另一方面，科技的進步可能也會導致放大資通訊環境中的漏洞，增
加被攻擊的機會，或是新的惡意攻擊活動。在報告中也提到了，應該
要發展新的技術與發展，例如機器學習、量子電腦、物連網；藉由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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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分散式帳本或雲端儲存及新的取用資料的方法。
2. 鼓勵制訂負責任的國家行為的規則、規範和原則
自願性、無法律約束的行為規範，不論對國家或是在國際間都能
減少對國際和平、安全和穩定性造成威脅的風險，也可以增加在可預
測性、減少誤解方面發揮作用，更進一步能防止國際間的衝突。
在本次 OEWG 的最終報告建議中，各國應該要在自願的基礎上，
調查自己國家努力實施規範 （Norms）及將自主性實施規範的實踐經
驗分享給聯合國秘書長，並持續保持這方面的評估和國際觀點。
在此份報告裡，OEWG 強烈的建議各國不應該故意或刻意支持
發展資通訊科技違反國際法裡的義務，故意損害關鍵基礎設施或以其
他方式損害關鍵基礎設施的運作和使用。各國應該持續加強保護措施，
主要是保護容易被資通訊科技威脅的關鍵基礎設施，並強化其保護的
最佳實踐。OEWG 也鼓勵各國與包括聯合國相關研究組織進行合作，
發展制訂「負責任的國家行為」的相關規範、準則，OEWG 小組也會
持續在 2021 至 2025 之間就資通訊發展上持續工作著。
3. 國際法、規範在各國之間的關係
在本份報告中提到各國應該為了維持開放、安全、穩定、具親和
力和和平的資通訊科技環境而努力，而國際法在各會員國代表的討論
中持續的討論「規範」
（Norms）和「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對
國家主權的影響。在國際法中，仍主張平等的主權，以和平的手段，
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紛端，在國際關係中，
避免使用武力或威脅任何國家領土或政治的獨立，也避免其他與聯合
國相抵觸的方式，尊重人權和自由，也不干預任何國家的內政。然而，
參與討論的國家們也提到了，如何將國際法也適用於國家使用資通訊
技術的範圍。
國際法也是各國之間維持穩定關係的基礎，特別是《國際人道主
義法》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減少了武裝衝突中，平民、民
用物資和戰士們所面對的風險和潛在的傷害，在報告中，各國也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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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道主義法不鼓勵軍事化，也不在任何領域裡讓衝突合法化。
4. 建立信任措施
在 OEWG 的討論中，各國的參與者也注意到在聯合國專家小組
共識報告中談到的「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以下簡稱 CBMs）的重要性，因為持續不斷的會有新的威脅出現，所
以其中有幾項信任措施就需要被優先關注，例如：新的威脅、國家政
策、立法框架或學說、以國家的角度來看一國在使用資通訊設備時，
如何也能符合國際法的規範、定義關鍵基礎設施和對資通訊相關事件
進行分類的方法。成員國家之間互相分享網路安全事件的經驗、數位
取證方法等，也可以增加合作的機會，並可以加強彼此國家的能力建
設。重點在於發展對概念和術語的共同理解的價值也被強調為促進國
際合作和建立信任的實際步驟。其他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方式還包括了：
制定如何建立信任措施的指南、培訓外交官、建立交流和在電腦事件
緊急應變小組（CERT）或電腦安全事件應變小組（CSIRT）之間建立
安全的危機通訊頻道、人員之間的交流等。國家之間建立透明的措施，
例如自願分享對於網路安全事件的回應或發布自願遵守負責任的國
家行為框架的國家聲明、被 OEWG 小組建議作為對國家意圖和承諾
的信任與信心的途徑。
CBMs 是屬於逐步建立的自願性措施，可以透過建立溝通、建立
橋樑和有共同利益的共同目標採取第一步的合作，也可以協助處理國
家之間因為誤解而產生之不信任的第一步，因此，CBMs 可能為未來
擴大的額外安排和協議奠定基礎。
考慮到區域體系在建立「維護聯繫點」
（Point of Contact，簡稱 PoC）
網路及既有的建立經驗，討論建立 PoC 全球名錄的可行性，有參與者
認為這樣的名錄是重要的，可以避免重複或過於繁瑣的安排，並強調
在 PoC 網路中定期演練的價值，有助於保持準備和即時回應的能力，
並且應隨時保持 PoC 的即時更新。
各國繼續在雙邊、區域和多邊層面考慮建立信任措施，並鼓勵合
作開展建立信任措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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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力建設
國際社會認為對於預防和減輕惡意的資通訊科技活動影響的程
度，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應對能力和平時的準備，發展中國家更需要發
展能力建設，有助於發展技能、人力資源、政策和機構，並提高各國
的復原力和安全性，使人們能夠充分享受數位科技的好處。它在促進
遵守國際法和負責任的國家行為規範的實施，以及支持建立信任措施
的實施。在數位相依存的世界中，能力建設的好處超越了最初的接受
者，並有助於為所有人建立一個更安全、更穩定的網路資通訊環境。 .
在 OEWG 的討論中，各國強調能力建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使國家能夠充份參與關於「負責任國家行為框架」的國際討論，同時
也有助於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共同承諾，在此方面，
各國也需要為能力建設方案分配足夠的財政和人力資源。在其報告中
也建議了在維持各國的資通訊安全下，必須遵守以下的原則，整理如
下表，並鼓勵各國之間保持良好、通暢的對話。
表 3 OEWG 建議各國進行能力建設時所需要遵守的原則
項目

需要注意的原則

流程及目的

⚫ 能力建設應該是一個永續的過程，包括由不同行
為者展開和為不同行為者展開的具體活動。
⚫ 具體活動應有明確的目的和結果，同時支持開放、
安全、穩定、可訪問和和平的 ICT 環境的共同目
標。
⚫ 能力建設活動應以證據為基礎、政治中立、透明、
負責且無條件。
⚫ 進行能力建設時應充分尊重國家主權原則。
⚫ 可能需要促進獲取相關技術。

夥伴關係

⚫ 能力建設應以互信為基礎，以需求為導向，符合國
家確定的需求和優先事項，並在充分承認國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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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需要注意的原則
主權的情況下開展。能力建設合作夥伴自願參與。
⚫ 由於能力建設活動應根據具體需求和背景進行調
整，所有各方都是積極的合作夥伴，具有共同但有
區別的責任，包括在能力建設活動的設計、執行、
監測和評估方面進行合作。
⚫ 所有合作夥伴都應保護和尊重國家政策和計劃的
機密性。
⚫ 能力建設應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具有性別敏感

人民

性和包容性、普遍性和非歧視性。
⚫ 應確保敏感訊息的機密性。
資料來源：Open-ended Working Group Final Report，本研究整理
6. 彼此之間保持持續、規律的對話
在 OEWG 會議的討論裡，各國的代表皆提醒 OEWG 是由聯合國
大會授權，研究是否可以建立一個常態性的對話機構，並確認 OEWG
在這方面的評估和建議將是這個工作階段的核心成果。
各國對於未來可能會成立的定期對話機構可能會進行的一系列
對話、對話的型式與優先事項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有些國家希望定對
的對話內容以優先現有的承諾和建議，包括制定導引規則以支持和監
測執行的情況，協調和加強能力建設的有效性，並確定要有良好的交
流；有些國家則希望討論透過定期的對話，能優先考慮發展現有的承
諾或訂定其他的承諾，包括談判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和支持該文件的
體制結構。
一些國家也提出關於制定「行動綱領」
（Programme of Action，以
下簡稱 PoA）以促進網路空間國家行為的具體建議，以建立一個在聯
合國的常設論壇，在考量各國使用與發展資通訊技術時也能維持國際
之間的和平。在這個提案中，此 PoA 將可能構成一個各國對商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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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規範和原則的政治承諾，透過定期召開會議、重點性的討論執行
的情況，以加強各國之間的合作和能力建設，並定期召開審查會議。
可以自此預見 PoA 將有可能引起廣泛的參與和協商。
各國也注意到聯合國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決議中，提到未來
會在 2021 年至 2025 年間成立一個網路安全與資通訊科技的 OEWG
小組，並且不限名額。
各國也希望能促進不同型式的對話，不同型式的對話並不會互相
挑斥，甚至也能互補或合併，利用不同型式對話的特點與獨特的功能
來減少重複的工作，但期望這個工作小組可以回歸到聯合國主持下的
單一進程。
OEWG 在其之前會期結束後不到三個月，於今年 6 月 1 日時召
開規劃 2021 年至 2025 年的會議 19。在會議中，多數的代表均贊成長
久 以 來 一 直 提 倡 的 「 多 方 利 害 關 係 人 機 制 」（ Multistakeholder
Mechanism）
，然而與會的人員較少談論到其組成方式，有部份的與會
成員提到應參考如 OEWG 的方式，也有與會成員認為應該要對非政
府的關係人角色開放參與，目前則是建議由企業、具有聯合國經濟及
社會理事會 （ECOSOC） 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及在閉會期間磋
商的學術界應該都要能參與其中，但僅能參與討論，無法參與決策。
在此次的 OEWG 會議中，
「是否成立專題小組」是被討論最多的議題。
在討論中，提議建立樹狀的架構，建立不同的層次，但在不同的子議
題間也希望能互相連結，然而在會議中並未有更深入的討論。由於在
第一次的 OEWG 工作會議裡，有 100 多個代表團發言，直至 2021 年
3 月最後會期的發言期間，也有 66 個團體發言。如果這些分組對這
些團體開放，考量到會因為各組的意見量讓處理的成本提高，相對也
會使資源較為緊縮。有些代表團則是建議各分組分別自已開發國家和
開發中國家選出 2 位主席，並將討論的結論交給主席；也有代表提出
OEWG 的主席具有一定的分組權力，但並沒有在會議中取得 2 個以
上的國家同意。
就與會的觀察可以得知，若是分組的話，將會對其注意的議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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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討論，而不可能所有的代表國家會針對所有的議題進行有意義且
深的討論，也不可能分派每一個代表參與不同的專題小組，而 OEWG
所謂討論的主題是相依的，無法獨立的，以達成共識為優先，所以估
計不會明確成立專門的議題小組，就算成立了，也不會頻繁的進行討
論會議。
此次會議主席在其中提到，OEWG 為聯合國的相關組織，所以將
會配合聯合國大會的程序進行相關的活動與討論。
在這次的規劃會議裡 20，主席宣布在 6 月到 12 月之間的休會期
間，還會針對以下的議題進行多次的非正式會議其討論的方向則包括
了如何改進利害關係人參與並可愉快達成共識的方式?是否需要組成
專題小組，並由專題小組主導專題討論?如果需要成立專題小組，什
麼 時 候 成 立 較為恰 當 ? 年 度 進度 報告 應 該 如 何 匯總 ?在 前 一 次 的
OEWG 會議裡是否還有必要的元素需要由第二次的會議繼續處理?有
哪 些 國 家 的倡 議是 確 保 使 用科 技與 通 訊 科 技的 安全 性 且 需 要由
OEWG 需要考量的?
接下來，OEWG 會在今年度的 12 月 13 至 17 日進行本年度的第
一次工作會議，在接下來的五年裡將會進行 11 次的實質會議。在第
二次的 OEWG 的會議中，由於是對於未來五年的活動規劃，所以較
多集中於與會機制與架構、如何促進各國家的參與、是否成立專門的
議題小組等組織治理層級的討論，較少對於網路安全的相關議題討論。

(二) 聯合國專家小組於今年 5 月提出共識報告
由多國代表組成的聯合國專家小組（UN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簡稱 UNGGE）所產生的共識報告

21

中，在 2015 年提出的

共識報告是最常被人引用及參考的，在報告中也提到了「規範」
（Norms）的重要性，更激發了社群們探討「規範」與「法規」的效
力。在 2015 年報告中的第 13 點，更列出了 11 點供各國考慮制定自
願性、非約束性規範（Norms）
，各國旨在促進開放、安全、穩定、無
障礙和和平的 ICT 環境的負責任行為規則或原則，包括：(1)國與國
之間的在安全上的合作；(2)如果發生資通訊安全事件，首先應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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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資訊；(3)避免錯誤的使用資通訊科技；(4)各國應考慮如何以最
好地合作方式交流訊息、相互協助、起訴使用 ICT 的恐怖分子和犯
罪分子，並採取其他合作措施應對此類威脅。各國可能需要考慮是否
需要在這方面制定新措施；(5)尊重人權和隱私，特別是應保障言論自
由；(6)一國不應違反國際法規定的義務，主導或故意支持使用資通訊
活動，破壞關鍵基礎設施或以其他方式損害關鍵基礎設施的使用和運
營；(7)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保護其關鍵基礎設施免受資通訊科技的威
脅；(8)各國應對關鍵基礎設施受到惡意資通訊行為影響的另一國提出
的適當援助請求作出回應。各國還應響應適當的請求，以減少針對源
自其領土的另一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惡意資通訊科技行動，同時考慮
到對主權的適當考慮；(9)各國應採取合理措施確保供應鏈的完整性，
使最終用戶對資通訊科技產品的安全性充滿信心。各國應設法防止惡
意 資通訊科技工具和技術的擴散以及有害隱藏功能的使用；(10)各國
應鼓勵負責任地報告資通訊科技漏洞並分享有關此類漏洞可用補救
措施的相關訊息，以限制並可能消除對資通訊科技和依賴資通訊科技
的基礎設施的潛在威脅；(11)各國不應開展或故意支持損害另一國授
權緊急應變小組（電腦事件緊急應變小組 CERT 或電腦安全事件應變
小組 CSIRT）的資訊系統。一國不應使用經授權的緊急應變小組從事
惡意的國際活動。這些建議更是影響了後續在探討網路的公共核心價
值及網路基礎建設中的重要性。
在 OEWG 於 2021 年 3 月份提出共識報告後，UNGGE 也於 5 月
提出了 25 國代表的共識報告 22。在這份報告中分為：(1)存在和新興
的威脅、(2)規範、規則和原則、(3)國際法、(4)建立信任措施、(5)資
通訊技術安全和能力建設方面的國際合作與援助等重要的說明，更進
一步解釋 2015 年報告中第 13 條所列出的規範。
1. 現有的和新興的威脅
在這份共識報告中，UNGGE 也重申了歷年來所確定的各種存在
的資通訊安全的威脅仍然存在著，也強調了其擔憂，近年來各國內或
是國際間運用資通訊科技進行惡意行為的事件在規模性、範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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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逐漸擴大、增強，儘管惡意使用資通訊科技的行為可能在不同國
家發生，但影響可能是全球性的，可能會影響全球網路運作。
在 2015 年的報告裡已建議各國避免惡意的在軍事行動上使用資
通訊科技。今年的報告中重申惡意資通訊科技活動可能會造成對國際
安全、穩定、經濟和社會發展及個人安全、福祉的重大風險。
在此份共識報告也提到了近年來各國使用更複雜、先進的資通
訊科技來達到其政治或其他目的。會議中的專家也注意到，各國將先
進的資通訊技術用於破壞其他國家的系統、整體穩定性的情況愈來愈
多，令專家們擔憂，這些作法可能會破壞國家與人民之間、使用者對
於網路的信任，更可能會升級到威脅國際之間的和平與安全，對於網
路使用者個人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傷害。就 DiploFoundation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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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示在 2021 年，已有 53 個擁有攻擊性網路能力或計劃發展的國
家。
專家們並認為這段期間，仍有國家在全球社會在巨大的傳染病防
治壓力下，仍有國家使用有害的網路資訊技術，藉由這些技術去攻擊
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為公眾提供基礎服務的基礎設施、網際網路與衛
生部門的普遍可用性或完整性重要基礎建設的情況愈來愈也嚴重，也
是造成 COVID-19 疫情大流行的原因。另外，除了招募、資助、培訓
和煽動以外，各國可能為了其目的將資通訊科技用於恐怖主義目的之
可能性越來越大，包括用於針對資通訊科技或依賴資通訊科技的基礎
設施的恐怖襲擊，如果不加以解決，可能會威脅到國際和平與安全。
包括犯罪集團和恐怖分子在內的惡意非國家行為者的多樣性、他們不
同的動機、惡意資通訊科技行動發生的速度以及確定資通訊科技事件
來源的難度都增加了風險。
這些惡意使用資通訊科技的行為，造成了國際之間的不信任與動
亂，則是 UNGGE 小組們所定義的現存的及未來的潛在威脅。
2. 國際法
在這個部份，UNGGE 與 OEWG 不同的地方在於，主張《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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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章》完全適用於資通訊科技環境，各國在其國際關係中應避免以
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破壞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或以任何
不符合聯合國宗旨的任何其他方式。
國家主權以及源自主權的國際規範和原則適用於各國從事與資
通訊科技相關的活動以及它們對本國領土內資通訊科技基礎設施的
管轄權。國際法規定的現有義務適用於各國與資通訊科技相關的活動。
各國對其領土內的資通訊科技基礎設施行使管轄權，尤其是通過制定
政策和法律以及建立必要機制來保護其領土上的資通訊科技基礎設
施免受與資通訊科技相關的威脅。
根據不干涉原則，各國不得直接或間接干預另一國的內政，包括
通過訊息通信技術進行干預。各國採取與國際公約相一致的措施的固
有權利。
且在此份共識報告中指出，《國際人道主義法》僅適用於武裝衝
突局勢，這可能對於未來的網路或資通訊科技發展造成長期性的負面
影響，例如限制或阻礙網路能力的發展、因為這可能會對於一般民眾
和基礎設施有無法預期的發展，甚至可能也會混合著戰爭行為的出現。
雖然在這份共識報告書中指出需要進一步研究國際法律原則（包括人
道、必要性、相稱性和區別性原則）應用於資通訊科技，但並未像
OEWG 一樣提出明確的建議研究單位來進行相關的研究。
3. 建立信任措施
在聯合國的解釋裡， CBMs 用以在防止敵對行動、避免升級、減
少軍事緊張局勢以及在國家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的計劃程序。CBMs 較
常出現在軍事的處理上，但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戰略環境，所
以軍用的 CBMs 則是依照各國家自己的軍事目的來建立。
2015 年的 UN GGE 報告中提到了 CBMs，在最新的報告中專小
組組並明確的將 CBMs 規劃為「合作的措施」
（Cooperative measures）
和「透明的措施」
（Transparency measures）
，並且分別給了明確的建議。
表 4 聯合國專家小組對於建立信任措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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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措施
合作的措施

建議
⚫ 建立連絡人及制度：為了有助於國家之間互相連
絡與溝通，建議在政策與技術層面上確定適當的
連絡人，緩解危機情況時的緊張局勢，防止因為
資通訊技術理解程度不同而造成的誤會，溝通可
以增加資訊的共享，使各國能有效的控管和解決
資通訊科技上需要應變的事件。在建立連絡人
時，需要在政策、外交與技術層面建立專職的連
絡人；制定政府間與政府內部的程序，以確保危
機發生時，連絡人之間有效溝通，可以建立對話
的模組註明所需要的訊息類型，需要具有彈性，
以確保資訊傳遞受到阻礙時也可以有效溝通；保
持及加強指定連絡人溝通網路之間的資訊分享
和協調。
⚫ 保持對話及協商：藉由區域、子區域和多邊協商
和接觸，保持國家之間的對話和協商，增進國家
之間的信任，有助於緩解各國在資通訊科技上的
緊急事件出現時的危機。私部門、研究單位、民
間社群和技術社群等其他利害關係人則可以參
與協商及貢獻。UNGGE 也鼓勵區域機構在建立
信任措施的步驟，這些步驟可以減少因資通訊科
技上的認知落差造成的誤會，避免使衝突和風險
升高。鼓勵各國透過暨有的區域和全球應變組織
和網路，分享和傳播 CERTs 或 CSIRTs 關於緊急
事件管控的良好作法。

透明的措施

⚫ 透過各國之間彼此交流資通訊安全技術的作法，
公開提供相關安全技術的諮詢，以證據為基礎，
並以資料作為決策依據，藉由提高透明度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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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措施

建議
施，建立國與國之間的信任。
⚫ 為了進一步提高國家行為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
UNGGE 鼓勵各國利用雙邊、子區域、區域和多
邊論壇與非正式協商，自願分享面臨新的資安攻
擊手法的分類、處理方式、國家層級的作法。
⚫ 各國可以利用現有的論壇作為交流的平台，自願
提供如國家層級的資通訊安全應變措施、資料保
護、藉由技術支援的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相關
機構的功能及人員的職能等，或是國家在成立相
關單位、機構時所依據的法律、辦法、規範、監
督制度等。
⚫ 聯合國會員國可以利用聯合國的資源，主動向秘
書長報告，藉由各種資源機構，整合各國自願提
供的關於解決國際安全和穩定的資通訊技術安
全問題等相關資源。

資料來源：聯合國專家小組報告 A/76/135 文件，本研究整理
4. 資通訊技術安全和能力建設方面的國際合作與援助
UNGGE 建議進一步加強資通訊安全技術和能力建設方面的國際
合作和援助，並強化所有國家的技術與法律能力，以協助調查和解決
嚴重的資通技術安全事件。
為了彌補數位落差，並確保所有國家從此類及其他援助和能力建
設領域受益，UNGGE 鼓勵各國盡可能承諾提供財政資源及技術和政
策專門知識，以協助請求援助的國家努力加強通信技術安全的未來工
作項目。
促進共識和相互學習也可以加強通訊技術安全和能力建設領域
的國際合作和援助。各國應考慮以多學科、多方利害關係人、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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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衡量的方式開展通訊技術安全和能力建設方面的合作。通過與聯
合國和其他全球、區域和子區域機構以及其他相關利害關係人合作推
動有效協調和實施能力建設方案，通過鼓勵提高透明度，分享有關能
力建設方案有效性的訊息。
5.未來的工作領域
在此份文件的最後，UNGGE 再次強調了前述各項重點的重要性，
並強調藉由聯合國的資源、鼓勵國家之間進行雙邊、多邊或區域、子
區域之間的協商，增加彼此在建立信任措施與相關資訊分享的重要性。
其未來的工作領域可能有：
(1) 加強雙邊、區域、多邊層面的合作，對於威脅國際和平與安
全的潛在風險及以資通訊技術支援的關鍵基礎設施達成共
識。
(2) 進一步的分享和交流關於：負責任的國家行為規範、規則和
原則；執行規範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國家和區域的作法；國際
法如何適用於對國家層級的資通訊技術的應用；確定具體的
國際法專題並進行深入的討論。
(3) 加強國際合作和能力建設，確保所有國家都能為網路安全與
和平做出貢獻。
(4) 必要時讓私部門、學術研究單位、技術社群、公民社群參與
實施負責任的行為框架的機制。
(5) 要求為所有會員國服務的聯合國相關機構對於本年度報告
中所提到的重要議題進行研究。
UNGGE 也鼓勵持續推進在聯合國主持下，從國際安全的角度看
資通訊安全技術的包容性和各方談判的進度，並建議日後的工作，以
UNGGE 和 OEWG 的工作為基礎，考慮日後如何發展和實施兩個小
組報告中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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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份報告對資訊科技安全的地位
這兩份報告最主要的，還是提醒各國在發展資通訊科技時一定要
保護基本的人權和國際和平，避免將資通訊科技運用在戰爭、侵犯隱
私或是攻擊其他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或是資通訊關鍵基礎設施，並且
在報告中給予建立 CBMs 或是能力建設的相關指引。這些都可以增加
國際之間對於資通訊科技的應用、分享、合作的連結，減少國際之間
的衝突，更期待能藉由這些原則或規範來協助較弱勢國家的經濟、提
升他們在資通訊科技及全球網路安全的發展。UNGGE 的報告也讓網
路安全的相關社群進一步對 Cyber Norm 哪些應為網路公共核心
（Public Core of the internet）的相關討論。
兩份報告同時也呼應了聯合國秘書長在 2020 年公布的《數位合
作路徑圖》中對於發展中國家、數位合作、讓全球利害關係人都能參
與的理想，也更期待之後的 UNGGE 和 OEWG 有正向的發展。
同時也因為 UNGGE 的報告主張進行多邊或雙邊的交流，對於原
本主張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的 OEWG 是完全不同的機制，在本
年度 12 月的 13 日至 17 日將會開始相關的工作會議，也會進行相關
的討論。

二、 數位經濟相關議題
(一) G7 峰會的資料跨境流動合作藍圖
今年 6 月在英國召開的 G7 工業峰會，在年初時便已進行部長級
會議，並於 4 月 28 日以視訊會議召開「G7 數位和科技部長級會議」
，
會後並發表已簽署的聯合宣言 24。鑑於消費者和商業應用互動所產生
的各種內容與資料（Data）已是發展數位經濟中相當重要的元素，同
時資料也可以協助為減少發展數位經濟活動與應用、網路活動時產生
偏見及傷害的機會。在該次會議中便討論了相關的政府介入行為：(1)
持續推動安全、具有彈性和多樣化的數位、電信及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供應鏈、(2)G7 在數位技術標準上建立合作架構、(3)發展 G7 資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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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動與信任合作藍圖、(4)G7 網路安全原則、(5)在數位競賽中強化
合作、(6)建立 G7 在移轉電子記錄的合作架構。自該聯合宣言裡可以
得知，在 G7 會議中將會建立資料流動的合作架構，同時也會建立數
位合作的標準。
根據在 2019 年的 G20 大阪領袖宣言、G20 貿易與數位經濟部長
級聲明、G20 利雅德領袖宣言和今年 G7 會都指出有 4 個區域的合作
可以促進建立信任上的資料自由跨境流動，都能有益於人民、商業和
國家經濟，但仍會遇到隱私保護、資料保護、智慧財產權和安全的挑
戰，於是在 G7 峰會中設立了一個合作藍圖及 2021 年第 2 季至第 4
季的時程，這主要的 4 個跨領域的合作領域分別為：資料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 ）、 監 管 合 作 （ Regulatory Cooperation ）、 政 府 的 取 用
（Government Access）及資料分享方法（Data sharing Approach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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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G7 建立信任的資料自由流動合作藍圖
資料來源：G7 Digital and Technology Track
1. 資料在地化：資料的移動和保護跨境資料對於經濟成長和創
新是重要的因素，但資料在地化會影響資料的自由流動，也會影響中
小企業或微型企業、創業初期的公司營運造成影響。所以將會收集更
多證據並進行實際的分析，以了解全球性的資料在地化分配措施對社
會與經濟的影響。在這個領域會向學術研究單位和商業團體等外部利
害關係人與各國政府共同建立對於資料在地化措施和替代政策的反
應及衝擊措施評估。這些證據可能會來自於其他論壇或其他多邊會談、
團體及各組織，像是接下來的 G20 數位經濟任務小組、OECD 的數位
經濟政策委員會與貿易委員會及網際網路與司法管轄區政策網路
（Internet & Jurisdiction Policy Network，簡稱 I＆J 政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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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管合作
G7 的數位和科技辦公室將會推動關於跨境資料傳輸的共同監管
方法，強化資料治理與資料保護的跨境合作，尋找合作的機會以克服
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找尋共同的監管方法並推廣在成員之間的可相
互操作性。
3. 政府取用資料
強而有力的資料保護、隱私和合法的取用法制，和政府需要取用
私部門所保管的個人資料之間有顯著的連結，G7 將會致力於維護國
內的資料保護、隱私標準，支持合法取用制度的合理原則，及促進跨
境取用資料的法律權力及安排，也將就此與有志一同，支持政府合法
取用私部門的個人資料的團體合作。
4. 為優先部門進行資料分享
COVID-19 疫情的危機讓有志於一同解決疫情擴散的國家意識到
就醫療保健用途的數據資料的共享，需要達成共識和必要性。G7 正
在就衛生保健資料上的互相可操作性與標準進行合作，作為衛生部長
級會議討論的一部份，也會讓政策制定者藉由一系列的焦點工作坊合
作，以確定資料共享是最有可能為 G7 會員國帶來社會利益的優先領
域，這些資料可能包括：交通運輸、零排放目標；創新、科學和研究；
教育和減輕自然災害。同時，也會分享關於可能有助於或阻礙資料共
享和創新的最佳實踐案例，將會透過專家主導的論壇來進行相關的討
論，這些議題可能包括了資料中介（Data Intermediaries）
、資料基礎
（data foundations）、確保信任和考慮採用隱私優化技術（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簡稱 PET）的方法。
除了上述的資料合作架構外，在 G7 峰會中也談到了要建立跨境
的電子記錄的傳輸資料標準。G7 峰會讓人最注意的，就是談及了多
的「標準」
，例如資料傳輸、採用以證據為基礎以了解資料在地化的
影響，各國政府之間以多方外交的方式，透過焦點工作坊分享案例、
知識。在 G7 峰會的數位與科技會議中，也希望能通過企業能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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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可轉讓的記錄，以提高貿易或其他經濟活動的效率，強化全球經
濟體系的彈性和並且在這七國貿易的復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G7 將
發起專家之間的對話，努力實現兼容的改革，並為尋求促進採用電子
可轉讓記錄的其他國際措施提施供集體支持，旨在使商業運營商能夠
採用這些數位解決方案用於貨物運輸和貿易融資。
在可轉讓的電子記錄中，G7 的專家會議決定在 2021 年 10 月前
界定工作範圍並於 10 月時召開專家會議，為可轉讓的電子記錄合作
建立綜合的框架，並進行以下的處理：
1. 找出國內的法制障礙
將努力推動採用符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簡稱 UNCITRAL） 在 2017
年的電子可轉讓記錄示範法原則的法律框架。由於不同的國內系統將
需要不同的法律解決方案，支持電子可轉讓記錄的法律應該是技術中
立的、面向未來的並適用於所有可轉讓記錄。
2. 在國際上推廣和支法制律改革
將藉由雙邊和國際相關論壇，如貿易委員會的方式，促進私部門
採用可轉讓電子記錄，並推動發展機構進行相關的作業，以應對發展
中國家在實施法律改革時所面臨的實際挑戰。
3. 連結技術和可互相操作性議題
將會支持在各國際論壇中關於相互可操作性的議題討論，並支持
在貿易談判會議中鼓勵相關的新技術及制定相關的相互可操作性的
國際標準，同時也會支持國際海事組織、世界海關組織、和聯合國正
在進行的貿易資料模型作業。
4. 在跨領域的監管議題上合作
由於使用可轉讓電子記錄將會遇到跨國監管的議題，包括各國的
資料保護法規、資本要求法規、了解客戶（Know-Your-Customer）和
反洗錢的法規，以及相關的電子簽章、信託服務規管的各國相關法規
問題。G7 將會努力查清楚這些阻礙，並為了讓私部門可以使用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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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電子記錄的監管問題而展開合作，並確保高度的完整性、安全性和
信任。
G7 峰會值得注意的焦點在於資料傳輸、合作上的建議，同時也
為了能促進數位經濟的發展快速，鼓勵透過政府層級的合作、藉由各
國相關的會議進行倡議，協助開發中國家進行修法，讓私部門等企業
也可以跨國使用電子資料，讓企業在使用資料時更可以受到國際法律
的管制及保護。
同時在 6 月 4 日時，歐盟執委會也通過了兩套合約標準，其中一
份是針對資料控管者（Data Controller）和處理者（Processor），另一
份合約標準則是針對需要透過第三國傳輸個人資料所擬定，這些讓原
本在 2018 年 5 月開始執行的《個人資料保護規範》（GDPR）在接下
來進行更新，並採用模組化的方式，解決民間企業在實際執行時可能
面臨的瓶頸，當更新的辦法實施後，採用現行制度的企業將有 18 個
月的過渡期進行調整。
歐盟資料保護委員會（EDPB）也在 7 月 14 日時公告《作為傳輸
工具的行為守則》的指引，並公開徵求意見，將在 10 月 01 日結束。
各國都在朝資料可以跨國傳輸、並開始建立相關的行為守則，讓企業
有可以遵循的方式。

(二) 數位稅
2015 年 由 OECD 推 出 「 稅 基 移 轉 包 容 性 架 構 」（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簡稱 IF on BEPS）行動
計畫，BEPS 主要著重於兩大支柱：第一支柱的藍圖報告主要著重於
部份跨國公司剩餘利潤的重新分配徵稅權；第二支柱則是著重於對於
跨國公司利潤進行最低有效徵稅稅率。這兩大支柱主要是解決全球因
網際網路影響，開始逐步轉變經營模式以網路為主及數位經濟相關但
不同的稅收問題，同時也將處理國際間租稅環境因為網際網路的方便，
使跨國電子商務興盛，帶動了不同的商業模式發展，例如共享經濟、
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蓬勃發展，也讓整個經濟環境結構、政
府稅收面臨了不同的挑戰，除了管轄的議題外，稅收管制、規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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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也是極需被討論的。
許多跨國企業在初成立時為了規避當地司法管轄的稅賦制度，紛
紛將公司遷至稅率較低的國家，而 Google 更在 2019 年時需要支付 5
億歐元的法款和 4.65 億的額外稅額給法國當局

25

，被全球視為司法

管轄當局將要對跨國網路企業課徵相關稅收的開端，當各國當局決定
開始對這些公司課稅後，也紛紛更改其結構。
各國因為 COVID-19 疫情所實施的封城政策，規定人民必須待在
家而影響國內的經濟活動，但網際網路相關經濟活動相對的活絡，在
G7 峰會中，也談論了關於稅賦制度的討論。
在 2020 年 10 月時，OECD 針對數位經濟所帶來的稅收而發布了
所謂兩大支柱的藍圖報告 26 並邀請公開提出意見。在第一支柱（Pillar
One）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新的利潤分配規則」
，在其藍圖報告中，將
跨國集團剩餘利潤的一部份分配予市場所在國的徵稅制度，對於跨國
集團未於銷售服務或標的消費者國家設立分公司或進行行銷活動，但
對經常性以數位型式進行的交易活動課稅，而先視跨國集團是否符合
新徵稅權制度門檻，即該集團合併營業額收入為 7.5 億歐元以上（暫
定），以及跨國集團自境外取得的業務類型收入超過包容性框架成員
國最終決定的收入門檻。
在第一支柱的討論中，為了確保更公平地分配利潤，規定在消費
者國不論有無營運的實際處所，以整個集團的收入為基礎，超過 200
億歐元收入的超大型跨國集團，其超過 10%的收入門檻被稱為「金額
A」（Amount A）的利潤，其中 25%需納稅，所以各國有權藉由其賦
稅公式將金額 A 納入其稅收中，並將經濟活動與該國（消費者國）自
己的國民生產毛額掛鉤（新的特殊目的關聯規則）。另外，該跨國集
團在消費者國所從事的行銷、經銷等經常性活動或設有常設機構的利
潤，依照固定的比例計算為「金額 B」
（Amount B）。
第二支柱（Pillar Two）主要為「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定」（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簡稱 GloBE）
，主要目的是為了「確保跨國企
業能對於其在國外市場子公司的收入支付最低的公司稅」，以確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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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間有更健康的稅收競爭。在其藍圖報告中，計畫藉由設立特定門
檻及計算方式來檢視企業是否需要繳納全球最低稅負。藉由檢視營運
者是否在兩個以上的租稅管轄區營運以判斷該公司是否為跨國企業
集團，若其條件成立，則適用於全球最低稅負規定。其次，若該集團
的年度收入高於 7.5 億歐元，就適用於全球最低稅負制，若子公司適
用於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定，則需逐一計算該集團各成員在其所在地課
徵實質之所得稅率是否低於第二支主藍圖報告中所規定的「最低稅率」
（7 月時為「至少 15%」
）
，若低於「最低稅率」要求，則企業需要針
對差額補繳稅額。由於涉及跨國集團母公司所在國、子公司所在國的
稅收權利，故在第二支柱中，針對若需要補繳全球最低稅負時，應由
何國具有徵稅權?在此份藍圖中也說明了，若是集團的母公司或是母
公司在任何所在地是否執行「計入所得法原則」
（Income Inclusion Rule，
簡稱 IIR）?若有，母公司的所在國可以針對實質稅率和與最低稅率之
差額進行徵收；若無，當集團母公司或中間所在地的母公司皆為執行
IIR 時，則由給付國之稅務當局稅局是否准予該國企業給付予低稅率
國家費用在稅上進行扣抵占全球給予扣抵總額比重，或按繳交低於最
低稅率企業之集團內部淨支出占全球集團內部淨支出總額比重來源
國之稅局來課徵應補繳稅額（即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Undertaxed
Payment Rule, UTPR）。
在這兩大支柱下，各國需要取消原本規劃的「數位服務稅」
（Digital Service Tax）
、單邊稅收，但各國可以設定他們所要的稅率。
在 2021 年 7 月時，即有 130 個國家同意新的全球稅收解決方案，雖
然各國需要即時取消數位服務稅還需要一些時間，但此兩大支柱已先
讓各國取消了單邊稅收的障礙，而是如 OECD 所聲明的「全球最低稅
收協定並不尋求消除稅收競爭，而是對其施予多邊協定的限制。」
1. OECD 與 G20 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對兩大支柱達成共識
在 2020 年 10 月時，就其「包容性框架」
（Inclusive Framework，
簡稱 IF）達成一共識，即建立在兩個支柱上的稅收系統藍圖：(1)第一
支柱：建立新的利潤分配，及(2)第二支柱：確保公司對外國收入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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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水準的公司稅。
由 OECD 主導的談判在 2021 年 7 月 1 日時宣布 130 個國家同意
這兩大稅稅支柱為主的主要解決方案，並發表聲明《解決經濟數位化
帶來的稅收挑戰的兩支柱解決方案聲明》（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27，來解決因應數位化的經濟活動，對稅收所造成的挑
戰。在第一支柱中將自動適用於自動化數位服務，和消費者取向的企
業；第二支柱中，針對跨國企業在任何司法管轄區支付的有效稅率低
於設定的最低稅率，跨國公司則有需要支付額外稅賦的責任，當時 G7
則建議將最低有效稅率至少為 15%，並建議第二支柱將適用於全球收
入超過 7.5 億的跨國公司，在 7 月時，未對如何有效計算有效稅率的
細節達成共識 28。
到 10 月時，OECD 公布了最新的聲明《關於通過詳細實施計劃
應 對 經 濟 數位 化帶 來 的 稅 收挑 戰的 兩 大 支 柱解 決方 案 的 聲 明》
（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29，除了更新及確認 7
月時的協議外，也有重要的進展。原本在 7 月的協議中，愛爾蘭、匈
牙利和愛沙尼亞並未加入，但在經過協商後，也同意加入此一架構，
由於愛爾蘭一向反對這些稅收架構，於是許多科技公司、大型跨國企
業均紛紛因為其低稅負制度而將企業總部移往愛爾蘭，在愛爾蘭同意
加入後，這些公司也遷回其原本國家。對於第二支柱裡所提到的「最
低稅率至少 15%」也在此次聲明中改為「定為 15%」；最終，在此聲
明中要求在 2022 年中前準備好簽署一項 多邊公約（Multilateral
Convention，簡稱 MLC）
，並預計在 2023 年生效，相關的計畫如下表：
表 5 OECD 包容性架構之國際稅制改革方案相關時程表
第一支柱

第二支柱

2022 年初：MLC 的文字內容和 2021 年 11 月：為 GloBE 規則定
實施第一支柱中金額 A 的解釋性 義範圍和機制的模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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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柱

第二支柱

聲明
2022 年初：實施第一支柱所需的 2021 年 11 月：實施稅收規則的
國內立法示範規則

示範條約規定

2022 年中：多邊公約的高層級簽 2022 年中：用於在相關雙邊條約
署儀式

中實施

STTR 的 多 邊 工 具

（MLI）
2022 年底：完成第一支柱金額 B 2022 年底：促進協調實施 GloBE
的工作

規則的實施框架
2023 - 兩支柱解決方案的實施

資料來源：observatory for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digital policy 29
2. 對全球各國的稅收法制架構的影響
OECD 這兩大稅收架構的出現，不僅僅是針對跨國網路企業，而
是針對全球大型企業，只要營業額收入超過 200 億歐元的公司，估計
全球約 100 家企業都將會被計入其中，包括網際網路科技業：Amazon、
Apple、Google 和 Meta （Facebook） 等科技公司。這些公司將會依
照其架構，將稅款集中，各國可以依照自身複雜的稅務公式自其中取
得應取得的稅務收入，各公司無論如何，都需要針對其收入繳納稅金，
估計依照第一支柱的規劃，未來全球每年約有 1,250 億美元之稅收將
由跨國企業之母國重分配到消費者國，由於第一支柱中也認同跨國企
業經由行銷活動在消費者國當地的收入也應回饋給該國家。在第二支
柱中，由於愛爾蘭的加入，也將「至少 15%」的最低稅率改為「15%」
，
將可以減少大型企業藉由移至稅率較低的地區避稅，也可以藉由多邊
協議來制定相關的稅率，並訂定了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Undertaxed
payments rule，簡稱 UTPR）豁免條款，針對海外有形資產在 5 千萬
歐元以內且集團的營運地點不超過 5 個國家的地區的跨國企業，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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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 規定起五年內得豁免適用 UTPR30。
雖然要尋求多邊的共識仍有許多挑戰要克服，但目前的主要幾個
國家都已支持並加入，尤其是在第一支柱的各國如何分配其稅收仍然
需要商議。在十月的聲明中，愛爾蘭、匈牙利、愛沙尼亞等歐盟國家
的加入也顯示了全球對於賦稅制度的革新已是勢在必行。
由於台灣之前已對跨境電子商務課稅，同時也針對境外的服務商
要求需要在台灣本地有營運單位、營業登記，並收取稅收；對於對國
外企業招商，可能會利用稅率優惠的政策工具來吸引國外企業進駐。
但未來可能會因為 OECD 與 G20 及全球科技業取得共識後，全球稅
收的架構將會改變，而台灣是否還能透過稅率優惠等政策工具吸引國
外企業來台或是台灣的企業至其他國家時是否合規，也許都需要再積
極注意。

三、 科技政策
(一) 歐盟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草案概況
2020 年 12 月歐盟執委會公告了《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簡稱 DSA）草案 31 和《數位市場法》
（Digital Market Act.，簡稱
DMA）草案 32。DSA 是在歐洲網際網路法規近 20 年來的重大改革，
這個提案可能會更新歐盟網際網路的支柱《電子商務指令》（the eCommerce Directive）
，該草案的出現對於為 Facebook、亞馬遜和其他
網路內容平台公司如何處理數十億用戶在其平台上的文章、意見、資
訊、照片和影片做出相關的政策，以制定這些大型平台的新責任和規
範。在 DMA 中則是提到了其主管的「守門員」
（Gatekeeper）類型的
網路服務商，例如搜尋引擎、社交媒體平台、執行系統與部份通訊軟
體、或拍賣網站等，在該法草案中有進一步的定，同時規定其責任與
義務。
1. 關於《數位服務法》草案
在 DSA 中明確的寫到了，該法草案的目的確保安全與問責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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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空間，便能：(1) 更好地保護消費者及其基本的線上權利、(2)為線
上平台建立強大的透明度和明確的問責框架、(3)在單一市場內促進創
新、增長和競爭力。DSA 也規定了作為網路中介平台所應該負的責任
與義務，也希望 DSA 能作為全球政府監管網路中介平台的標竿。
在 DSA 中定義了 7 種網路中介平台使用者基本的權利：(1)言論
和資訊的自由、(2)私人和家庭的權利、(3)保護個人資料的權利、(4)
服務的接受者擁有不被歧視和立即獲得有效救助的權利，包括了合約、
服務提供者的自由，以及身為人類的尊嚴、(5)兒童的權利、(6)保護財
產的權利，也包括智慧財產權、(7)受不法內容影響的各方不受歧視的
權利。
由於其中提到了不法內容，故在該草案中也提到了，由於這是屬
於保護言論自由的敏感領域，故不應該在 DSA 中定義何為「具傷害
性的內容」
（Harmful Content）
，線上平台的內容也不應該受到刪除的
約束。
DSA 也定義了相關的利害的關係人，包括了線上平台和其他的
網路中介服務業者、線上商業交易、媒體出版者、品牌持有者和其他
的企業夥伴、數位服務的使用者、公民社群組織、國家主權當局、學
界、技術社群、網際網路組織與大眾。
歐盟執委會針對 DSA 在 6 月 2 日至 9 月 8 日期間開放了 14
週的公開徵求意見 33，收到了來自不同利益相關者群體的 2,863 份回
復和約 300 份立場文件。大多數回饋是來自於公眾（66%來自歐盟公
民，8% 來自非歐盟公民）
、公司或商業組織（7.4%）
、商業協會（6%）
和非政府組織（5.6%）提交的。其次是公共當局 （2.2%）
、學術/研究
機構 （1.2%）
、工會 （0.9%） 以及消費者和環境組織 （0.4%）。
在 DSA 中也明確的定義了不同規模的服務提供者（Provider）：
(1) 中介服務（Intermediary services）
：又分為三種：純粹的管道、
暫存的服務和託管服務。在網路傳輸服務中，單純傳輸為服務接收者
提供的資訊或提供對通訊網路的取用，此服務被稱為「純粹的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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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訊網路中傳輸為服務接收者提供的資訊，包括該資訊的自動、中
間和臨時暫存，其唯一的目的是為了使訊息更有效的繼續傳輸到其他
應收件人及符合其要求，此為「暫存的服務」；「託管的服務」
，即儲
存由服務接收者提供並應其請求提供的資訊，中介服務也包含了下述
的託管服務、線上平台及超大型平台。
(2) 託管服務（Hosting services）
：包括儲存服務接收者提供的資
訊，例如雲端服務、線上儲存服務、虛擬主機服務。服務提供者在以
下條件下，不對應服務接收者要求儲存的資訊負責，當服務提供者對
非法活動或非法內容沒有實際了解，不知道非法活動或非法內容明顯
的事實或情況，或在獲得前述的相關非法活動資訊後，便應採取行動，
例如刪除該資訊或禁止存取、閱讀該非法內容。託管服務也包括了以
下所提到的線上平台及超大型平台。
(3) 線上平台（Online platform）
：例如線上市集平台、集合各種
應用程式的平台、集體協同作業的平台、社群媒體平台，可以讓消費
者和買家集中在一起的平台，以下所提到的超大型平台也包含於其中。
(4) 超大型平台（Very Large Online Platform）
：符合以下條件者
則為此規模的服務提供者：線上平台為平均每月活躍的歐盟服務接受
者提供服務的人數等於或高於 4,500 萬人、預計將針對歐洲 4.5 億
消費者中超過 10% 的平台制定具體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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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不同規模提供者的服務範圍可以由下圖來表示：
中介服務
託管服務
線上平台

超大型平台
（Very large
Online
Platform）

圖 6 數位服務法草案中不同規模服務提供者示意圖
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網站
DSA 草案中更因為不同規模的服務提供者而制定了其所應負起
的責任，確定不同規模提供者的義務，
表 6 數位服務法草案中對於不同規模平台的義務
規模

中介服務

託管服務

線上平台

超大型平台

透明度報告









對基本權利的應有考
慮的服務條款要求









根據命令與國家當局
合作









指定聯繫人，必要時，
法定代表人



















義務

向用戶提供資訊的通
知、行動和義務
投訴及補救機制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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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線上平台

超大型平台

值得信賴的舉報者





針對濫用通知和反通
知的措施





審查第三方供應商的
憑 證 （ Know Your
Business Customers，簡
稱 KYBC）





面對用戶的廣告透明
度





通報刑事犯罪





義務

中介服務

託管服務

外糾紛解決

風險管理的義務和合
規官



外部風險審計和公共
問責



推薦系統和用戶訪問
資訊選擇的透明度



與當局和研究人員共
享數據



行為準則



危機應對合作



資料來源：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ensuring a safe and accountable
online environment34，本研究整理
這些新義務會帶來以下的責任與影響：
(1) 建立對於線上非法商品、服務或內容的措施，例如使用者舉
報此類內容以及平台與「受信任舉報者」合作的機制。
(2) 線上商業交易市場裡，需要協助辨識非法商品的賣家，此為
使用者的可追溯性的義務。

56

(3) 對於使用者的提供有效保護，包括挑戰平台審核內容的可能
性。
(4) 線上平台對於「透明度」的各種措施，包含各種推薦的演算
法也需要透明。
(5) 超大型平台有義務採取基於風險的行動和對其風險管理系
統的獨立審計來防止其系統被濫用。
(6) 研究人員和政府當局可以取用超大型台的關鍵數據，以了解
線上風險如何演變。
(7) 在歐盟數位服務委員會的成立下，歐盟國家將發揮主要作用；
對於超大型平台，委員會加強監督和執法。
由於 DSA 草案的出現，歐盟執委會並不認為該法草案會替代現
行的《電子商務指令》
，且該指令仍是歐盟數位服務相關法令的基礎，
但為了提供更大的協調，它除去了線上服務平台服務者需要對其使用
者所張貼的內容而承擔責任，納入了現有規則，現在已被《電子商務
指令》涵括於其中，以確保歐盟單一市場境內可以持續的出現創新服
務。然而，可以明確的在 DSA 草案中，歐盟執委會試圖對不同規模
的服務平台業者提出合規的要求，甚至要求超大型平台需要一名合規
官，並保持透明度，在避免風險的情況下，要與政府當局、研究人員
可以取得相關的數據。
2. 關於《數位市場法》草案
《數位市場法》
，相較於 DSA 規範了不同規模的網路服務提供者，
DMA 是為了確保一個公平且開放的數位市場，明確的定義及規範「守
門員」
（Gatekeeper）應負起的責任，並會對進入歐盟的企業進行調查。
可以自 DMA 的內文中理解，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希望能幫助歐盟境內
的中小企業在未來還有更大的潛力和創新能量，由於市場上的選擇更
多，也希望能增加消費者的福利，並消除進入市場和擴張的障礙，能
增進歐盟內部市場的成長，讓境內的網路服務能有更具競爭力的價格
來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同時提高生產力，使用者在進行線上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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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能因為不受到不公平行為的侵犯而更有信心。歐盟執委會也估計進
行 DMA 後，在首選的核心平台服務可競爭性約能增加 130 億的消費
者剩餘。
DMA 條文中提到了所謂的「核心平台服務」（Core Platform
Service） ，包括：線上搜尋引擎、社群網路、影音分享平台服務、雲
端服務、數據資源相關的獨立的電子通訊服務、運作系統（Operating
System）
、線上中介服務（例如：線上市集、應用市場、其他行業的中
介服務，如行動、交通、能源等）
，這些核心平台服務是維持網路或其
他相關行業的主要基本設施，維運網路運作的系統。
在服務上，除了列出受到規範的服務外，也定出了相關的規模，
在前述的核心平台服務中，符合下以修件者即為守門員(1)對於內部市
場有重大影響，若該公司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中於歐洲經濟區的年營
業額超過 65 億歐元，或平均市值達到或超過或同等公平市值在上一
個財政年度至少達 650 億歐元，並至少在三個成員國中提供核心平台
服務、(2)它所營運的核心業務，對於企業或是終端使用者來說，如同
一個重要的關卡，例如公司的營運核心平台服務，在歐盟建立或位於
歐盟的每月活躍終端用戶超過 4,500 萬，並且每年活躍用戶超過
10,000 人，則推定為這種情況上一財政年度在歐盟設立的商業用戶、
(3)在其業務中已具有牢固不易輕易改變的地位，或可以預見其在未來
將會有這樣的地位，如果公司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中的每一年都滿足
另外兩個標準。符合前述三者並提供 DMA 草案條文中的核心服務平
台的網路服務業者就可以被定義為「守門員」（Gatekeeper）。
如同 DSA 規定不同規模大小的網路服務業者需要承擔不同程度
的責任與義務，DMA 也規定了守門員應該配合與不應該做的行為：
守門員平台需要允許第三方服務平台與自己的平台可以相互操作，守
門員平台需要提供廣告績效衡量的工具的訪問權限予在其平台上投
放廣告的企業主，及廣告商和發布商對於守門員平台上託管的廣告進
行獨立驗證所需要的訊息、守門員平台需允許他們的商業用戶在其他
的服務平台上推銷自己的產品或合作、守門員平台需要為商業用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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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他們可以取用、讀取在該守門員平台上的活動所產生的數據資料之
權限;守門員平台可能不再阻止用戶移除任何預裝的軟件或應用程序、
不能使用從其業務用戶處獲得的數據並與這些業務用戶競爭、不可限
制其用戶訪問他們可能在守門員平台之外獲得的服務 35。
守門員平台也需要承擔相對的義務，如同在 DSA 中的「超大型
平台」一樣，在 DMA 中被定義為提供核心業務的守門員平台也需要
承擔以下的義務，整理如下表：
表 7 數位市場法草案中守門員平台應盡與應避免的義務
應盡的義務

(1) 允許企業用戶透過第三方中介服務，以不同於在
網路守門員平台上服務的價格向最終端用戶提供
相同的產品或服務。
(2) 允許企業用戶向透過核心服務平台的取得服務的
末端用戶提供優惠。
(3) 對於使用其核心平台服務的廣告商和出版商提供
有關廣告商和出版商的支付的價格及提供給出版
商的金額或報酬的資訊。

應避免行為

(1) 源自於該核心服務平台中的個人數據資料與來自
於守門員提供其他個人數位或其他第三方數位服
務所產生的數據資料結合，並避免將終端用戶登
錄到其他守門員平台的其他服務整併為個人數
據，除非已向該用戶提供了特定的選擇並根據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該用戶表示同意此行為。
(2) 阻止或限制其他商業用戶向公務部門提出任何與
守門員平台作法有關的問題。
(3) 在商業用戶使用核心平台的背景下，要求該用戶
提供、使用或與核心平台可相互操作的身份識別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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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企業用戶或最終用戶訂閱或註冊根據第 3
條確定的或滿足第 3(2)(b) 條中的門檻（月活躍
最終用戶超過 4,500 萬，並且在聯盟中建立的年
活躍業務用戶超過 10,000 名）的任何其他核心
平台服務作為、註冊或註冊任何他們根據該條確
定的核心平台服務。
資料來源：數位市場法草案條文第 5 條，本研究整理
當歐盟執委會提出 DMA 草案時，外界便希望能理解該草案與現
行的《電子商務指令》
、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DPR）與競爭法的關
係。在 DMA 第 7 條中也說明了，DMA 草案中的守門員平台應確保
這些措施的實施符合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和電子商務指令，以及有關網
路安全、消費者保護和產品安全的立法。所以 DMA 草案應是協助
GDPR 與電子商務指令的法案；並在第 26 及 27 條條文中顯示，若不
遵守 DMA 的規範，歐盟執委會可以處罰該最高為公司全球年營業額
10% 的罰款，並可以處以最高為公司全球年營業額 5% 的定期罰款。
各經營者在繳納罰款方面的財務責任不得超過其上一財政年度總營
業額的 10%。
3. 結論
在 DSA 與 DMA 的草案公開徵求意見後，全球認為這兩個草案
是否是歐盟執委會要監督超大型的網路服務提供者與限縮網路使用
者的言論自由。
實際在閱讀兩個草案後了解，DSA 主要的關注對象在線上中介
和平台，如線上交易平台、社交網路、內容共享平台、應用程式市集
和線上旅遊住宿服務的平台，是一項水平的措施，著重於諸如線上中
介機構對第三方內容的責任、使用者的線上安全或不同資訊社會提供
者的不對稱盡職調查義務等問題；
DMA 則是管理這些線上平台的規則，守門員平台是在其內部市
場中具有影響力的數位平台，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瓶頸，此法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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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涉及經濟失衡、看門人的不公平商業行為及其負面後果，例如平台
市場的可競爭性減弱。
若這兩個法案正式開始執行，在 DSA 生效後 5 年，此後每 5 年，
歐盟執委會應評估本法規並向歐洲議會、理事會和歐洲經濟和社會委
員會報告。在 DMA 生效後，每 3 年，歐盟執委會應評估 DMA 法規
並向歐洲議會、理事會和歐洲經濟和社會委員會報告。

(二) 歐美央行數位貨幣發展概況
加密貨幣於各國金融市場相當活絡，而其去中心化的特性讓加密
貨幣容易成為洗錢、金融犯罪的工具，影響一國貨幣政策，也會影響
經濟、市場，故全球政府除了研究區塊鏈技術外，也加強對加密貨幣
的管制，紛紛要求加密貨幣交易所配合管制，進行 KYC （Know Your
Customer），以防萬一。
由於加密貨幣並非政府發行的法定貨幣，故政府不會為這些貨幣
承擔發行的責任，更不會採用這些加密貨幣作央行所發行的貨幣，由
於區塊鏈技術仍然有許多障礙需待突破，例如故應會採用自。
因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嚴峻，加上各國的科技競爭，有許多
本來在 2017 年時表態不願開發數位貨幣的國家，也因科技競爭，而
紛紛於今年度表態願意或發展相關由國家發行央行數位貨幣的可能
性。
1. 國際清算銀行的建議
以現階段各國中央銀行對於「發行央行數位貨幣」的態度較為保
守，多數是剛開始著手進行研究、評估、徵求意見，較少如中國會發
行央行數位貨幣，並已擬定推動政策及開始於人民生活中測試交易。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簡稱 BIS）在
今年 1 月時發布調查報告 38，調查 2020 年度全球銀行對於發行 CBDC
的進度與看法。在此份報告中可以得知，全球 86%的中央銀行在 2020
年間開始研究 CBDC，探索 CBDC 對於國家金融財政的利弊，或是發
布大量的政策問題以深入評估及測試。而薩爾瓦多更因為國家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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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金融原因，而在今年 9 月宣布改用比特幣（bitcoin）為國家法定
貨幣 39。然而在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中，將 CBDC 分為零售型（Retail
CBDC）和批發型（Wholesale CBDC）
，且可以得知目前全球央行對於
CBDC 的發展多處於評估及研究的階段，並設置部份情境以探討
CBDC 的案例，而在其報告中雖然了解了各國在這些初期研究的階段
似乎都有不錯的成果，但到實際的普及應用，仍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要走。
全球對於 CBDC 的興趣和工作是一致性的，然而發展 CBDC 也
依賴著該國的經濟狀況。「普惠金融」仍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
體的關鍵動力，目前有不少發展中國家也會想和薩爾瓦多一樣，可以
藉由 CBDC 來促成普惠金融，增加其包容性。然而由於 CBDC 的交
交易特性，對於其使用領域的效率和安全性也是央行所注重的課題。
雖然全球多數國家中央銀行對於發行與使用加密貨幣存有不少
疑慮，且多數中央銀行會將 CBDC 視為清算用的加密貨幣，較不會建
議廣泛的讓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相對之下，其他國家，如美國則
是以「穩定幣」
（Stablecoin）的概念，讓人民使用於日常生活裡，而
不是直接使用 CBDC。
2. 歐盟
歐盟執委會在 2019 年時便開始規範歐盟境內的加密資產，避免
整個歐盟不同國家對於對於監管加密貨幣法規不一致，有違其單一數
位市場的目標，並增加投資人的風險。藉由歐盟層級的運作，可以支
持創新和公平競爭，創造適合加密資產跨境市場和服務提供者、投資
人的保護環境及維持單一市場的完整性。
故在 2019 年底公開徵求意見後，在 2020 年 3 月則公布了 MiCA
（Markets in Crypto-asset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36，在 2020 年 10
月時，歐洲議會和理事會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提案，並將加密的數位資
產定義為「依賴於密碼學並存在於分散式帳本上的數位資產」
，並將
之分為三種：(1)支付代幣（payment tokens）
，用於交換和支付、(2)投
資代幣（investment tokens），附有交換利潤的權利，及(3)功能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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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y tokens），用於允許訪問各種服務或特定產品。
在 MiCA 的內容中，所有的發行人和服務提供者都將遵守歐盟的
法律，也會自歐盟護照中獲得益處，且能減少歐盟境內的市場破碎化，
維持了單一市場的整體性、法律確定性和提高了對投資人的保護。在
MiCA 中也特別強調了對穩定幣的監管，為了解決對「穩定幣」
（stablecoins）和「全球穩定幣」
（global stablecoins）帶來風險，允許
對於不同穩定類型的穩定性開發各種商業應用，同時也要求穩定幣發
行人的具體披露要求及要求支持穩定幣相對應法定貨幣的儲備，例如
所有穩定幣發行人都必須擁有和維持相當於 350,000 歐元或總儲備
資產 2% 的資本基金（擇金額較高者）37。
未來在歐盟發布加密資產，則必須要先提前 20 天發表白皮書，
以通知各自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為了避免增加行政負擔，在 12 個
月內加密資產的總對價低於 1,000,000 歐元的中小型企業則不需要
發表白皮書。
MiCA 的實施，可能會為每個歐盟的會員國提高監管的成本，估
計將會每年增加 350,000 歐元至 500,000 歐元不等，一次性的成本可
能約 140,000 歐元，但這些費用將會被國家主管當局向加密資產的服
務提供商和發行人徵收的監管費用部份抵消。
3. 英國
英國財政部金融行為監管局也在 2018 年 7 月提出了《加密資產
工作小組：最終報告》
（Cryptoassets Taskforce: final report）並於 2018
年 10 月提出了最終修訂版本 40，在其中評估了英國金融服務中的加
密資產和使用分散式帳本技術的風險，在這份報告中建議英國當局可
以：(1)維護英國作為安全和透明的金融服務業務場所的國際聲譽、(2)
確保金融市場的高監管標準、(3)保護消費者、(4)防範未來可能出現的
對金融穩定的威脅、(5)讓那些遵守規則的金融領域的創新者茁壯成長。
在 2021 年 4 月 19 日時，英格蘭銀行與英國財政部宣布成立「央
行數位貨幣工作小組」41，並認為 CBDC 應該是與現行的法定貨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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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將與現金、銀行存款並存而不是取代它，成立工作小組的目的是
為了了解潛在的危機與風險，而未決定是否要導入 CBDC，該工作小
組由由英格蘭銀行金融穩定副行長 Jon Cunliffe 和英國財政部金融
服務總幹事 Katharine Braddick 共同主持，並在該工作小組下設立一
個技術論壇和參與論壇。成立技術論壇的目的是為了要吸引不同利害
關係人參與，並從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和觀點收集對 CBDC 所有技
術方面的意見，技術論壇的成員將來自於一系列金融機構、學術界、
金融科技公司、基礎設施提供商和技術公司；參與論壇成立的目的在
於將考量不限於 CBDC 的「使用情境」
、CBDC 用戶的功能需求、公
共和私營部門在 CBDC 系統中的角色、金融和數位包容性考慮以及
數據和隱私影響等問題，參與論壇的成員將來自金融機構、民間團體、
商人、企業用戶和消費者。
在今年 9 月，英格蘭銀行與英國財政部則在 29 日宣布成立「中
央銀行數位貨幣參與小組」和技術論壇的成員 42，並在 9 月下旬時舉
行相關的會議。在 11 月時則是宣布在研究發行央行數位貨幣的後續
步驟，並且將會在 2022 年起，英國財政部將會與各銀行開始磋商，
作為「研究和探索」及未來是否發行央行數位貨幣的主要資訊來源，
英國財政部目前尚未決定是否發行 CBDC，但確定 2022 年的磋商可
以提供當局是否決定成立一個為期數年的發展階段，相關的技術規範
將會在諮詢後解釋 CBDC 的架構與擬定，並協助英國政府進一步進
行測試。
4. 美國
2019 年 6 月時，由於 META（原 Facebook）執行長提出要建立
全球都能使用的加密貨幣 Libra 計畫後，在 2020 年 4 月將 Libra 改以
「穩定幣」
（Stablecoin）的方式發售，引發全球政府財政當局的注意，
並加強對加密貨幣或加密資產的監管，而 Libra 也為了因應多國的強
力監管，而在 2020 年 12 月縮小規模並改名為 Diem43。
由於 Libra 的出現，促使許多國家開始強勢監管加密貨幣，也推
動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發展 CBDC，而美國政府也針對其與美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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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幣提出相關的監管草案。在 2020 年的 12 月初美國白宮金融市
場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Financial Markets，簡稱 PWG）提出
了對於穩定幣的公開監管聲明 44，雖然鼓勵市場創新，但由於穩定幣
是與法幣掛鉤，以維持穩定其價值的數位資產，主要用於一般消費的
零售支付，若要在美國境內大規模使用，則須採取額外措施來處理潛
在風險，例如要求穩定幣的發行需要符合反洗錢與反恐融資的法規，
發行穩定幣的服務者也需要盡到 KYC （Know Your Customer）的責
任，需要盡可能的收集、驗證交易者的身分資訊，就算是用未託管的
錢包也需要受到監管，並要求發行者要求儲備 1:1 的儲備率和充足的
財務資源，可以吸收損失及滿足流動性的需求。
就美國財政部的角度，則是希望能對於加密貨幣、穩定幣的發行
商像對監管銀行一樣進行監管，並評估是否對美元形成風險，也可能
增加了使其他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美國聯合經濟委員會主席拜爾
（Don Beyer）也在依據美國《商品交易法》和《銀行保密法》與聯準
會可能制定的監管框架，於今年的 7 月底《數位資產市場結構及投資
人保護法》（Digital Asset Market Structure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Act）
45

，同時也包含了授權聯準會發行「數位美元」
（Digital Dollar）
，來界

定加密貨幣的監管方式，並授予相關監管機構更大的監管權力。美國
政府也在今年的 11 月 17 日（台北時間 11 月 18 日）時舉辦「解密加
密貨幣：數位資產和政府角色」聽證會（Demystifying Crypto: Digital
Asset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由拜爾主持該場聽證會。
由於包含加密貨幣監管的《美國基礎建設法案》已於 11 月 5 日
正式受眾議院表決通過 46，其中為了增加稅收而納入了稅法第 6050I
條修正案，要求任何獲得超過 10,000 美元的實體現金、銀行轉帳、
數位資產的企業或個人，需要填寫 8300 表格，向美國國稅局報告匯
款者的個人資訊，如：姓名、地址、社會保險號碼等，這都顯示出對
於加密貨幣、數位資產的監管也愈來愈嚴格，更不利於去中心化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e，簡稱 DeFi）的發展。
綜觀全球政府對於加密貨幣等數位資產的發行、使用、交易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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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愈來愈強力，除了擔心由私部門、個人發行的加密貨幣可能會影響
其國內的財政政策外，也擔心會影響國內金融體系的發展及增加營運
的風險，國際組織也多是建議僅將加密貨幣用於銀行與銀行之間的清
算，而不鼓勵民間的零售使用，以避免增加對使用者的風險。在全球
央行發行 CBDC 則可以自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中得知，雖然全球政
府都有興趣，但多數都是在剛起步的研究或試行階段，還未真正的在
消費市場裡普及，除了要考量不同國家間的發展狀況外，交易的安全、
取得使用者的交易身份、政府的監管也一直都是被關注的原因，未來
還可以持續關注。

四、 人權
(一) 歐美對於網路加密政策的改變恐傷害網路言論自由
「加密」的功能可以保護網路傳輸的數據資料不會曝露在公開的
網路通訊裡，同時也可以增加網路使用者對網路的信任、電子商務交
易往來的信任度，並增進電子商務的繁榮。然而加密的通訊方式、通
訊頻道都有可能會被誤用於網路犯罪或是傳播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恐
怖訊息。在《The Budapest Convention》47 第 9 條中即明確的將處理、
製作、散布兒童色情照片或影片都視為網路內容的濫用，皆視為網路
犯罪。2018 年時於柏林召開的自由線上聯盟年會（Freedom Online
Berlin 2018）中即討論，除了兒童色情的影片、照片外，散播恐怖主
義、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影響國家的穩定，甚至影響選舉結果。
1. 歐盟想要以人工智慧掃瞄加密通訊軟體中的資訊
歐盟理事會便認為，網路犯罪、組織型態的犯罪、兒童及未成年
青少年的情色影片與照片等內容都可能透過加密的通訊工具中傳播，
而網路蒐證不易，故依據執法單位在執法、蒐證的需求考量，便於 2020
年 12 月通過對加密通訊軟體也需要有安全手段的提案，並針對該提
案徵求意見 48。
歐盟理事會也認同加密能保障個人的隱私，也支持加密技術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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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仍期待尋求共識，並提供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在其公開意見調
查的意見中，也曾討論到要以人工智慧技術來檢測通訊文字是否符合
其對於網路犯罪的定義與可能性，在歐洲議會議員 Dr. Patrick Breyer
於 3 月 11 日所舉辦的線上討論裡得知，歐盟將可能會針對預防兒童
性虐待的中心，並要求服務商授與權限，規劃網路服務提供者所應當
負起的責任，要求提供線上檢測的報告，以協助預防兒童性虐待的圖
片、影片或相關內容在網路中傳布。
自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頁面上得知，該法案的公
開徵求意見的期間自 2021 年 2 月 11 日起至 4 月 15 日為期 8 週 49，
預記於 2021 年第二季末提出公開的回饋意見。
2. 美國國會於 2020 年底通過「EARN IT」法案
同樣也是為了避免兒童性虐待的圖片在網路上流傳，兩位美國的
參議員 Lindsey Graham 和 Richard Blumenthal 提出了「消除對互動科
技的濫用和肆意忽視法案」（The Eliminating Abusive and Rampant
Neglect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Act. 簡稱 EARN IT）50 該法案主要
是為了修訂 1996 年通訊法案（The Communication Act.）的第 230 條
51

中，部份公司可能因為網路服務內容中的兒童性虐待內容而獲利，

但因該法案而有豁免權。
在「EARN IT」法案裡，希望允許執法人員可以監聽網際網路上
的訊息，造成任何未授權的執法人員都可以掃瞄、監聽各種網路資訊，
若有業者不願意遵守所謂的最佳作法或是建立相對合理的對應方式，
將會受到訴訟甚至是嚴厲的訴訟，將建議成立一個全國性預防線上兒
童性虐待的委員會，並由執法人員、受害者、受害者服務組織、技術
專家…等人員組成，在由民間人權團體電子前鋒基金會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簡稱 EFF）倡議修改法案後 52，仍認為該法案將
會破壞加密，會擔心未授權的執法人員會掃瞄每一個網路用戶的信件，
而且不會只用於保護兒童，避免兒童性虐待，而是任政府自己加上想
要壓制的議題掃瞄，將對網路的言論自由造成衝擊。
3. 英國：於 2021 年 5 月時提出「線上安全法」（Online Safety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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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除了參與五眼聯盟的協議外，英國在 2020 年 12 月出版「線上傷
害內容白皮書」
（Online Harm Whitepaper）53，藉由該白皮書定義出什
麼是有害的線上內容，目的也是為了要在未來立法，希望藉由該法律
保護兒童線上安全及福利，也希望保障言論自由。
在 2021 年 5 月則公告了「線上安全法」（Online Safety Bill）

54

草案，在該法草案中將主管機關定為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簡稱 OFCOM）
，並要求線上服務業者需要負起注意
的責任（Duty of care）
，包括：風險評估、安全性的評估、言論自由、
報告和補救的責任及保存記與檢視的責任。在安全性評估裡，也強調
了關於民主的內容、新聞的內容。
在該法草案中第 41 條定義了何為非法的內容，如恐怖主義、兒
童性剝削及虐待（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簡稱 CSEA）、
優先違法的內容…等，而第 45 條及第 46 條分別定義了對兒童及對成
人有害的內容，並給予不同的分類。

(二) COVID-19 疫情影響
當全球因為疫情肆虐，許多會議都自實體舉辦改為線上會議，許
多學生必須在家學習。在 2020 年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時，就有許多
國家在討論因為網路頻寬不足、設備不足，學童喪失了學習的權力，
這在以往被稱為是發展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中所談論的議題，但今
年仍然延續著，在 APrIGF 中，也有同樣的討論，同樣在 2021 的聯合
國網路治理會議時，有延續的討論。
除了學童就學的權力受到影響外，在疫苗施打普及前，政府要求
人民在手機上安裝接觸追蹤程式，這款程式雖然是由 Google 和 Apple
一同開發的基礎程式，但各國政府也陸續開發自己的接觸追蹤程式，
由於過程並不透明，所以許多使用者都有著隱私被侵犯的隱憂，擔心
政府會追蹤個人的行動足跡，且也不知道政府收集這些資訊的用途，
更擔心會造成歧視，同時這個程式收集了哪些資料?儲存的設備是否
安全?也是另一個讓人民不安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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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苗施打逐漸普及後，許多國家紛紛要求人民安裝如數位版的
疫苗護照，除了中國有實施所謂的健康安全碼外，歐盟也會要求人民
安裝疫苗護照應用程式，或是展示疫苗施打記錄。同樣的，對安裝該
程式的使用者來說，無法得知這些應用程式收集的資料，而這些程式
是否有資訊安全的隱憂?若是安全性不足是否會造成資料外洩?製作
這些應用程式的廠商是否會收集使用者資料而販售資料或是與廣告
進行操作?人權倡議團體 AccessNow55 及其他團體皆建議各國政府不
要實行電子化的疫苗護照，除了疫苗護照的安全性無法確認、使用者
的資料容易外洩外，強制使用電子化的疫苗護照對於使用數位工具能
力較差者、無法負擔網路連線費用、智慧型手機的族群來說，可能會
形成歧視、被社會驅離的風險，對於有些族群而言，他們並不需要使
用智慧型手機，強制使用電子化的疫苗護照，也可能會造成他們額外
的負擔。
今年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期間，波蘭政府也要求要對入境者檢視
歐盟已施冠狀病毒疫苗的數位護照，許多非歐盟國家的參與者會在社
群平台反應，自己並非歐盟國家的人民，怎麼可能會有歐盟的已施打
冠狀疫苗護照?而疫苗護照在本年度的 APrIGF、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也有持續的討論。

捌、 參與及觀察國際網路治理相關組織
與會議
國際間網路治理相關的會議非常多，由於 COVID-19 疫情的因素，
自 2020 年開始，許多原本實體辦理的會議，因主辦國當地疫情情況
或是各國的邊制管境、進出國的隔離期間，都改為線上模式舉辦，具
代表性的 ICANN、APRICOT、APNIC、APrIGF 等會議都改為線上模
式。至 2021 年因為疫苗施打的普及率提高，所以許多會議紛紛改以
「混合」模式舉辦，也就是當地主辦國仍然舉辦活動，而其他國家的
參與人員則視邊境管制制度，可以選擇在自己國家線上參與或是遵守
主辦國當地的防疫制度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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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的國際網路治理相關會議以參與 APRICOT、APrIGF、
APNIC 和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UN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
聯合國 IGF 或 UN IGF）為主，由於計畫著重於網路治理議題的參與
及研究，故以 APrIGF 與 UN IGF 為主要參與的會議。其間會參與相
關的線上研討會。

一、 APRICOT
今年的 APRICOT 也是受到疫情影響，故仍以網路會議的型式舉
辦，APRICOT 會議是 APRICOT 和 APNIC51 會議共同舉辦。是技術
成份相當高的會議，討論的面向也較屬於網路技術的討論，但同時也
是技術專家們交流的場合。本年度仍以參與會議議程為主，故參與日
期為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而正式的議程是自 3 月 1 日開始。
本次年度會議中由網路註冊管理機構（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簡稱 RIR）進行 APNIC 全球報告，由歐洲 IP 網路協調中心（Réseaux
IP Européens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re，簡稱 RIPE NCC）報告時談
到了歐盟對伊朗進行制裁的議題，由於歐盟認為伊朗、敘利亞等國對
於其進行網路攻擊，所以對其進行相關的制裁，並依規定不能與該國
有相關的金融往來。由於 RIPE NCC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必須遵守
歐盟的規定，但基本的網路運作協助還是有進行的，維持網路的運作，
故 RIPE NCC 其中的兩位伊朗、一位敘利亞成員是無法使用 RIPE
NCC 的服務，但不影響網路資源分配的運作。經濟制裁的事情在亞洲
當下較無明顯的影響，但歐洲已有相關的研究討論在探討歐盟進行經
濟制裁的行為是否會造成網路受到地緣政治影響。
在 Open Policy Meeting 的討論裡，prop-133: Clarification on SubAssignments 已在會議中達成共識，而 prop-130: Modification of transfer
policies 未達成共識並終止討論。
在本次執行董事改選的選舉中， Feng Leng、Yoshinobu Matsuzaki、
Gaurab Raj Upadhaya 以及 Kenny Huang，Feng Leng 為新任，另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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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續任，台灣網路中心執行長黃勝雄先生（Kenny Huang）續任執
行董事。
本次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也成立了一個遠端參與的
Remote Hub，讓有興趣的人可以報名並至現場和 TWNIC 的同仁們一
起參與連線活動。
在此次會議中也公告，APNIC 52 因疫情因素仍以網路會議方式
舉辦。

二、 DotAsia
今年也是依照社會影響力評估架構來評估 DotAsia 所執行的
APrIGF 與 NetMission。除了前述的兩個專案外，DotAsia 也積極的參
與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協助相關的網路治理組織運作，積極的讓國
際看到整個亞洲的網路治理活動。其中，APrIGF 自去年底便與 APNIC
合作進行關於碳足跡與永續的相關研究案，而 NetMission 對於亞洲
的網路青年大使也持續的進行培訓。另外，DotAsia 也持續的加強與
會員之間的連結，像是定期與諮詢委員們討論相關的進度，也鼓勵董
事會成員們多參與不同的治理組別，如財務、治理、社群，可以多彼
此了解。
今年 DotAsia 積極的與亞太區域國家的 IGF 互動，除了原有的
NetMission 之外，也會支援亞太各國的網路治理論壇，加強與國際網
路治理相關社群互動，例如支援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組織的秘書處、
在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會議舉辦期間，至現場設立攤位，與當地人員
互動，並且在網路治理論壇會議裡，參與、主持或在其他會議中擔任
講者…等。

三、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會議 APNIC
本年度亞太網路資訊中心會議（APNIC）訂於 9 月 13 日至 16 日，
因全球仍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所以與年初的會議一樣，仍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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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線上進行。
台灣於今年報名參與 APNIC52 會議的人數有 27 人，由於線上會
議較無國際差旅的支出，所以也降低了許多參與上的門檻，加上近年
來國內業者也逐漸重視相關的會議，故除了政府部門、法人、研究單
位外，業者參與的情況也逐漸增加。
由於台灣在 5 月起的疫情較為嚴重，所以此次並為成立 Remote
Hub 來線上與會，大家各自連線參與。

(一) 9 月 13 日
9 月 13 日先以教學議程開始，對象主要是網路管理人員或是第
一次參與 APNIC 會議的人員。另外像是由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簡稱 ISOC）
長年在推廣的
「路由安全共同協議規範」
（Mutually
Agreed Norms for Routing Security，簡稱 MANRS）及提供免費 TLS
加密金鑰的 Let’s Encrypt 的教學介紹，這些活動自台灣中午時間開始，
下午則是以 Asia Pacific Next Generation （簡稱 APNG）和網路管理、
運作的教程為主。
由於亞太地區幅員遼闊，同時許多亞太地區國家開始參與並重視
網路治理相關議題的人才培訓。APNG 是除了 APSIG、APIGA、
NetMission 外，亞太地區網路治理教育社群的其中一個社群，這些社
群都是以培訓青年世代族群參與網路治理論壇為主要目的，除了亞太
地區外，也會積極參與全球的網路治理議題討論，也能減少因為時差
或地區關係無法參與討論的情況，較能均衡發展亞太地區的網路治理
教育。
1. APNG Seminar: e-health
在此一場次裡介紹了 Qinsight 生物醫學資料庫和泰國一款照護
孩子的應用程式（Khunlook）
。
Qinsight 資料庫主打是可以讓使用者透過自然語言搜尋相關的
文獻，演算法會主動找尋相關的參考研究文章，主講者在介紹其資料
庫的操作和圖形化的搜尋成果。
72

Khunlook 是一款主要讓父母與醫生之間溝通用的程式，主要是
讓父母隨時記錄小朋友的狀況，醫生也可以自父母手機的展示中知道
小孩的成長狀況。主導者是泰國的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然而這
個 APP 卻被泰國的公共衛生部門所推廣。剛開始推廣時是在教育程
度較高的曼谷等地區，使用者的教育背景程度多在大學以上，之後則
愈來愈多是未就讀大學的使用者，近兩年則也有祖父母族群在使用這
款應用程式，但因為在偏鄉地區的網路費用較高且不穩定，所以普及
的程度較低，但開發者對於祖父母族群願意使用這款應用程式感到有
趣，特別是祖父母族群通常是較期待將費用節省下來給重要的消費。
由於其圖形化介面很吸引使用者，且功能也很符合父母親想要保留小
孩的重要時刻的需求，所以普及率頗高。目前僅提供泰語介面，但開
發者發現因為文字語言相近而有寮國的使用者。在資料的儲存和可攜
性上，這款應用程式並未提供讓使用者將資料匯出至其他應用程式的
功能，畢竟有提供相關功能的應用程式也不多，但使用者可以下載資
料儲存為資料表格式。由於這些都是十分隱私的資訊，所以只存放在
泰國國內資料庫。現場還有其他參與者詢問未來合作的機會、翻譯成
其他國家語言的機會，這個 APP 相較於先前的 Qinsight 似乎引起了
更多線上參與者的共鳴。

(二) 9 月 14 日
會議第二日，先由執行董事 Gaurab Raj Upadhaya 開場，並於開
場時講述了 AFRINIC 最近發生的事件，並提到由各 RIR 所成立的基
金將會協助 AFRINIC 在非洲地區的網路運作。
在 APNIC 執行長 Paul Wilson 開場後，由今日的 開場講者
Kathleen Moriarty 演 講 ， 其 主 題 是 「 Role of Service Providers in
Transforming Security」，在演講中提到了末端使用者加入資安防護的
重要觀念，不止是只有產品或服務的操作，而是一同參與資安防護政
策的制定與討論。
參與 Technical Keynote。由 Geoff Huston 談到由於網際網路已經
是目前每個人的必需品也是生存的基準條件，如果網際網路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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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影響公共安全，並以之前 Akamai 的網路事件回應信開始，邀
請相關從業人員討論其企業文化、這些公開道歉信件內的組成、為什
麼會寫這樣的信件。之後則由日本的 Wataru Satio 先生分享這次日本
奧運活動的網路配置，也因為延後了一年，所以有更多的需求和配置
加入其中。
下午則參與 Women in ICT 場次。由於幾年來女性提案者並不多，
所以希望藉由這個場次能鼓勵女性講者提案簡報、分享。當然也有一
些像是提供性別均衡的演講環境、議程委員會在選擇議題時在性別均
衡上的考量都是讓會議可以擁有性別均衡的環境中暢所欲言。但在技
術場合理，女性講者的確需要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有些講者也會希
望實體參與分享時，能有伴侶同行會較為安全，但通常主辦單位也無
法協助伴侶的旅費，就安全考量上，女性講者的參與意願就會比較低
落。

(三) 9 月 15 日
今日是會議第三日，主要是參與今日的 APNIC-FIRST Security
活動，另於中午時則是參與 APrIGF MSG 會議。
FIRST Security 是亞太地區各國 CERT 和 CSIRT 經驗分享的會
議。今年有萬那杜和薩摩亞、蒙古的 CERT 分享。在 CERT VU 的分
享裡，則是注意到由於屬於島嶼型國家及人力的因素，所以 CERT 的
功能也同時負擔了 ISAC 的功能，同時也與執法單位合作擬訂並執行
萬那杜的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Strategy、規劃 Incident Response &
Recovery Plan。在蒙古 CERT/CC 的分享裡，則是談到了他們所遇到
的供應鏈管理的資訊安全。TWCERT/CC 則是分享其經驗，並提到了
台灣以關鍵基礎設施所建立的 8 個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ISACs）
，
也談到了合作的架構，
參與 Lightning Talk，孟加拉的講者希望能普及上網，同時也能讓
每個人都能以他們可以負擔的價格上網，所以其將上網熱點布置在民
眾常去喝茶聚會的地方，試圖利用 WiFi 的分享來提高上網的機會，
使用者付費可以連結到熱點上網，讓每個人用自己可以負擔的價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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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
參與 APNIC Product and Service 介紹。今年 APNIC 的網站有許
多更新，也提供了多元的語言服務，讓非英語母語者也可以透過
APNIC Academy 進行線上學習，更改善不少線上教學的方式，未來可
以進行混合式的線上教學。

(四) 9 月 16 日
會議的第四日主要是參與早上的 Policy SIG Meeting 和下午的年
會，並了解本年度 APNIC 在社群參與的報告及選舉結果。
由於先前 Policy SIG 已先開會說明各政策提案的變更內容，所以
這次會議要表決的提案都可以透過 Zoom 會議室裡的投票功能進行表
決，若達到粗略的共識即通過。本次會議主要的討論提案有：(1)prop135: Documentation、(2)prop-136: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3)prop137: IPv6 assignment for associate members（達成共識們需補充說明）
、
(4)prop-138: Restricting AS-ID in ROA （設為 Guideline）
、(5)prop-139:
SOR not required、(6)prop-140:Update End-Site Definition、(7)prop-141:
Change maximum delegation size of IPv4 address from 512 ( /23 ) to 768
(/23+/24) addresses （未達成共識）。
EC 報告時，也向所有與會者說明了此次 APNIC 資料庫遇到的資
料外洩事件，除了即時的防護外，也立即通知了每個會員，也會在日
後強化相關資訊安全措施。
在 APNIC 報告網路社群的參與度時，可以發現就算是在疫情不
能出國的期間，APNIC 仍透過線上會議的方式參與其他亞太地區的
活動，也因為以往的實地訓練都改為線上會議，所以在差旅相關的支
出減少許多，也許在未來差旅支出也會成為爭議的一部份。
同時也在這次會議中公布選舉結果：Cooperation SIG 主席仍由
TWNIC 副執行長連任，而 TWNIC 的顧靜恆顧組長則當選 IANA
Numbering Services Review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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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 APrIGF
本年度 APrIGF 仍然是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辦，由於去年度是由
秘書處支援，投入所有人力舉辦線上會議，故今年初時，因各國開始
施打疫苗，而亞洲部份國家在第一季時似乎疫情也較和緩，當時許多
尼泊爾週邊國家及已注射疫苗的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組
（Multistakeholder Steering Group，以下簡稱 MSG）成員認為可以至
現場參與，故當時 MSG 成員決定以「混合」 （Hybrid）模式舉辦。
這個決定讓尼泊爾主辦方稍感壓力，畢竟在以往的經驗中，尼泊爾的
參與者較少發言，加上對於軟體平台的操作可能要額外進行訓練，可
能還是需要秘書處進行相關的支援。
今年的 APrIGF 內部也加強了對 MSG 成員的參與度及其他治理
流程進行管理。由於目前已有 80 多位 MSG 成員，但開會時的出席率
並不高，或是分組執行任務時，也僅有部份的成員在做，造成有些成
員的負荷太重，所以在年中時進行 MSG 成員的出席統計，並對內部
公開這些統計數據，將依照 2019 年所採用的「 MSG Operation Manual」
中，對於完全沒有參與過線上會議的成員們將之列在觀察名單中，而
列在觀察名單中的成員在選舉時也無投票資格。同時也對於 MSG 成
員的組成進行研究，讓大家了解目前 MSG 成員的分部及參與狀況，
該研究是由 Gayatri Khandhadi 主導，並由 APrIGF 副主席 Anju Mangal
及 MSG 成員之一的 Winston Robert，三位共同研究，目的是想要了解
目前利害關係人諮詢小組成員中的組成背景，透過 2019 到 2021 的相
關資料，以協助 APrIGF 的治理能更具包容性，並能達到多方利害關
係人的決策機制流程。
該份報告在 5 月 26 日的 MSG 會議中與大家分享，報告中有亞
太各地區的參與程度、MSG 成員的地區分布、各工作小組的組成、
性別均衡…等調查。自報告中得知，中亞地區的成員自 2019 至 2021
年都未參與 MSG。當中也曾討論過是否因為 2018 年的 APrIGF 舉辦
地點在南太平洋的萬那杜，造成中亞地區國家對於之後的參與都較為
不積極，然而也有人提到在 2019 年也有中亞地區的獎助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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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MSG 的參與時可能因為時差等問題而無法參與。至今年 6 月前，
APrIGF 除了規劃將於 9 月舉辦的會議、招收獎助金研究員、安排議
程及相關流程之外，也加強了對 MSG 成員應負的責任守則。雖然擔
任 MSG 成員是自願的義務工作、也沒有收入，但不應該只有掛名而
造成其他 MSG 成員的工作負擔。
在 6 月時將會公告關於 2022 年的 APrIGF 主辦規格書，也成立
了相關的小組檢視規格書的內容。由於未來不確定各國疫苗的施打狀
況，故在規格書中放入混合模式、網路頻寬的相關要求，5 月底在小
組成員檢視後，將會在 6 月公開規格書內容 2022 年也將以混合模式
辦理為主。
APrIGF 整體除了加強內部的治理、改善獎助金研究員的課程，
並討論如何提升參與率外，主要還是以完成 9 月份的混合模式年會為
處理方向，本年度的大會主題經過議程委員會討論後，訂為「邁向包
容、永續與信任的網際網路」（Towards an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Trusted Internet）
，以包容性、永續性及信任度為三大主軸，同時也呼
應去年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的結論，並呼籲網路使用、開發者、企業、
政府應注意包容、永續並提升信任。

(一) 參與 APrIGF 2021
歷經 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後，APrIGF 本年度仍維持於尼泊
爾加德滿都舉辦，並在今年的研究員活動（Day 0） 上進行許多調整，
也因為聯合國秘書處秘書長的《數位合作路徑圖》一書，要求聯合國
IGF 在舉辦正式會議前需要與其他區域、國家的網路治理論壇保持互
動，所以今年度在 Day 0 時安排了「環境政策網路多方利害關係人工
作小組」（Policy Network on Environment Multistakeholder Working
Group，簡稱 PNE MWG）」工作小組的成員一同參與討論外，今年還
有聯合國 IGF 的「網路標準及安全動態聯盟」參與議程討論，更在結
束的閉幕致詞時，邀請了聯合國 IGF 的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組主席
Anriette Esterhuysen 一同加入討論。
APrIGF 的 MSG 成員需要在每天早上正式會議前的 30 分鐘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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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議室簽到，相較於 2020 年會在會議室中進行相關的討論，今年
的簽到可能因為時差關係，簽到時很少超過五人。在 2017 至 2019 年
間都有 MSG 成員的會議室時間，由於每日的線上簽到討論，在今年
度則無 MSG 成員會議，並著重於 MSG 成員對參與議題的評估。
1. 9 月 27 日
Day 0 在 APrIGF 中一直被稱為能力建設日（Capacity Building
Day）
，是專門為第一次參與 APrIGF 的與會者、研究員所提供的輔助
議程日。由於這兩年都是線上舉行，所以研究員們也早就在線上分組、
進行教學，並在今日將議程分為：包容（Inclusion）
、永續（Sustainability）
和信任（Trust），邀請講者們來帶領討論後，再進行線上分組，讓不
同討論小組針對主題進行相關的討論，再由小組之一的成員進行總結
報告。讓原本只有單向互動的能力建設日也充滿互動性與趣味，也能
藉本日的活動破冰，讓研究員們也能與 MSG 成員或其他參與成員們
藉由分組活動產生高度的互動。
最後則是由聯合國 IGF 秘書處與 PNE MWG 成員們與本年度
APrIGF 參與者們討論「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he Environment Data
in Internet Governance」，如何在網路治理的環境中，討論環境資料的
應用。這場討論十分熱烈，因為不少人會關注於資料的取得、所有權、
資料永續利用對環境的協助。當然也提到了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之間取得平衡，就經濟發展上，如果考量到環保，那可能就是對於
設備或制度的調整與更新，但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可能也無法負擔
得起這樣的設備，而就資料的運用上，也有許多國家的網路使用者資
料都還掌握在大企業的手中或是政府、民間都無法提供相關的資料，
讓他們無法提供自己國家的環境資料。討論十分熱烈，直至隔天 Day
1 仍由該組織的成員在開幕式後，繼續進行相關的討論「S1. Critical
Times: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Climate Change」。
2. 9 月 28 日
本日的議程在具有十分濃厚的傳統民俗表演、Vinton G. Cerf 開
幕致詞的錄影及當地長官的談話後，正式開始本日的議程。在 V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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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erf 的致詞中提到需要測量有意義的連線及網路的取用，並加上
有用的內容，才會是有效的網際網路的用途。
本日除了延續 Day 0 的 PNE MWG 討論外，決定參與另一場與
偏鄉教育有關的「S3. Helping kids learn in times of pandemic」。本場
次的講者多數是往年較少觸及的中亞地區國家的參與者，如吉爾吉
斯坦、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地區。由於城鄉發展的落差，這些國家的鄉
村地區可能也沒有較齊備的網路連線基礎設施，也不會有完善或是
非英文母語使用者也能閱讀的網路內容，所以他們先了解年輕使用
者常使用的社群平台，如 Instagram、TikTok 或 Likee 等交友軟體，
把網際網路的知識圖像化、簡短的影片，放在其中並傳播開來。
吉爾吉斯坦則是因為網路建設不足，所以將網際網路協會的吉爾
吉斯坦分會，將課程內容放在一個盒子「Ilimbox」並配合 Raspberry
Pi 4 generation 的組件，在 Ilimbox 中放入包括了吉爾吉斯語、俄語
和英語的課程內容、影片、有聲書…等課程，讓缺乏網際網路、筆記
型電腦或其他上網裝置的孩童們可以透過這個計畫的裝置來接受教
育，同時定期更換 Ilimbox，也同時更新內容與資訊，該計畫網站為
（https://ilimbox.kg）
，這樣子的遠距教學是一般在台灣已習慣網路遠
距會議與網路便利生活難以想像的。
會議中並未討論到 TikTok 和 Likee 的製作者為中國公司，也沒
有進一步談到關於隱私、個人資料的議題，主要還是以如何協助孩
童透過線上教育、知識為主。
「Showcase 1: Transnational conversations on reclaim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line」
本場次中參與的講者與去年 APrIGF 中，關於女性在網路上發言
的安全場次中的部份講者有高度的重複，其中也有台灣的講者於其
中，今年主要是討論網際網路社群平台上的言論自由逐漸被限縮。
由於這個場次的講者多為女性，所以在討論的內容中仍是以如何讓
女性在網路上有安全的發言空間、或更願意發言，也有參與者談到
社群平台中對於女性身體、外貌的歧視言論，讓女性更不敢發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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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場次的討論十分熱烈，由其是談到 Facebook 的演算法會阻撓部份
關鍵字詞的發言時，台灣的參與者也提到了近日在 Facebook 的發言
會被莫名的停權、冠上仇恨言論，或是社群被以違反使用守則而被
解散、停權，讓上面累積多年的討論資料可能就此消失。由於不透明
的演算法、判斷機制，讓許多使用者擔心自己的隱私被社群平台拿
去做不當的利用。在討論結束之時，還有許多參與者希望明年的
APrIGF 還能夠持續同一主題的討論，而不是讓這個主題就這樣在今
年結束。
「S2. Don’t shoot the messenger, intermediary liability principles
under threat」
這個議題的討論雖然也是談關於言論自由、網路中介者在整個網
際網路中的地位與意義，是否要承擔檢視網路服務使用者言論的責
任。主持人提到了印度在 2021 年 2 月通過了《資訊科技法》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56，這即是針對網路服務中介者平台
所設置的法律，若是不遵守該法，將被處以罰款或最高七年以上的
監禁；而馬來西亞政府在 2 月時對其境內網路媒體「當今大馬」
（Malaysiakini）處以藐視法庭罪被處以高額罰金，也在同年 3 月通
過一緊急法令，該法令在引入嚴格的刪除通知和對未能刪除的懲罰
方面進一步未能區分內容製作者和中介機構；印尼政府也針對中介
機構做出了一連串關於線上內容的相關法規，都要求網路中介商、
服務商配頜政府「監管」服務上的內容，這也讓一向不願意配合政府
監管內容的中介者不得不配合政府去檢視服務上的內容，並配合政
府要求移除或修改內容，在《馬尼拉原則》
（Manila Principles）57 中，
主張中介商不應該承擔第三方的內容責任，但很顯然的，亞洲國家
的政府陸續要求中介平台去承擔這樣的責任，若不配合將會進行責
罰。
這場討論若是與歐盟的《數位服務法》草案或《數位市場法》草
案同時來看，歐盟的《數位服務法》草案則未規定所謂的「具傷害性
的內容」
（Harmful content）
，也不會將預防不實資訊、仇恨言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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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犯罪的責任都歸咎於網路中介者上，這場會議的討論較難有明確
的結論，畢竟由政府司法機構所提出的規範，雖然可以透過倡議來
表達訴求，但也必須承擔相對的風險，不論是倡議者或是刊登的中
介者都被處罰，也許在未來還會有相對的討論，但目前可能也只能
在倡議的階段。
3. 9 月 29 日
本日早上的第一場會議便是與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簡
稱 ISOC）的 Adrian Wang、APNIC 資深工程師及研發長 George
Michaelson、 香港 Tech for Good Asia 的莫乃光（Charles Mok）及亞
洲理工學院（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研究生 Pavel Farhan 共
同針對「S5.Why open and interoperabl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is key to
the Internet’s continued success」
，以各自己的專業背景進行討論。議程
中不斷提到網路基礎建設、有意義的連線是重要的基礎，也提到由於
每個人都可以藉由網際網路的便利及外部性分享知識，並增加工作相
關的技能或提升工作的品質、家庭經濟，導致正向的經濟循環，所以
開放、可互相操作的網際網路是必要的，同時談到由於網際網路的方
便及容易操作，所以讓每個人都可以快速且便利的使用網路，但也因
為過於便利，許多人不願意了解網際網路的運作原理與過程，不了解
網路基礎架設的建構的知識，許多政策制定者缺乏對網際網路相關的
基礎知識，在制定相關的政策時，容易因為過度單純的經濟考量或是
國家安全考量，導致網路的分裂、資訊不一致，產生資訊落差；有些
國家則是無法對外連線，或是讓人民無法再信任政府的行為。在此場
討論的共識是「網路基礎教育十分重要，政策人員需要了解網路基礎
建設的基礎，才能進一步去制訂網路相關的政策」
。
會議中也有提到數位轉型的需求，例如鄉村地區也想進行數位轉
型，但不知道該如何著手，也怕負擔不起需要的設備。然而若是沒有
生活基本的滿足，或是改善當地基本的經濟狀況，也很難一步登天的
去談數位轉型。
到了下午則分別參與了由 APNIC 主持的場次「Show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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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s Technical Success Factors」
、
「S6. Citizen-Centered Approach on
Tackling Hate Speech, Hindering State Authoritarianism and Algorithmic
Censorship of Tech Platforms」
、由 UNESCO 所發表多年來終於完成的
ROAM 指標及原則並在 APrIGF 會議中：「S10. Advancing Internet
Freedom in Asia-Pacific via applying UNESCO’s Internet Universality
ROAM Principles and Indicators」
在「Showcase 2: Internet’s Technical Success Factors」場次中，基
本是與早上的「S5.Why open and interoperabl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is
key to the Internet’s continued success」有高度的相關性，而不同於早
上的討論，APNIC 則更具有互動性的問參與者們對於未來網際網路
的想像，其中則是對於未來言論自由可能因為國家安全而限縮、人民
不再保有隱私而有所擔憂。
「 S10. Advancing Internet Freedom in Asia-Pacific via applying
UNESCO’s Internet Universality ROAM Principles and Indicators」自
2017 年至泰國曼谷參與 APrIGF 2017 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 UNESCO）
便在當時推廣 ROAM58 相關的指標，並陸續的在 APrIGF 或聯合國
IGF 中推廣、持續收集意見，終於在 2021 年時將指標與評估標準建
立完成，並出版了相關的出版品。雖然在 APrIGF 中也有人認為
UNESCO 在建立這份指標時並沒有完全的參考所謂的「多方利害關
係人機制」
，也只是照 UNESCO 該計畫主持人自己的意見進行，但仍
然是有一份具參考價值的指標。
4. 9 月 30 日
本日為 APrIGF 今年度的最後一天，議程委員會仍排滿了許多的
議程，今日的主要參與的議程 為「S7. Internet Rules: Judicial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digital rights in Asia 」、「 S11. Digitally-led,
Inclusive Growth in the Age of COVID-19」、
「Showcase 3: Is the internet
trusted forever? — The issue about the pirate site on “Manga”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Japan」
、
「A workplan for greater online security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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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nteractive session with the UN IGF’s Dynamic Coalition on Internet
Standards, Security and Safety （DC-ISSS）: Making the Internet more
secure and safer」及聯合國 IGF 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組主席也有參
與的閉幕討論「Closing Plenary – Sail, not Drift: Multistakeholderism and
Diversity at APrIGF」
。
「S7. Internet Rules: Judicial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digital
rights in Asia」和「S11. Digitally-led, Inclusive Growth in the Age of
COVID-19」這兩場議程對於網路使用者在網路平台上的言論自由權
有相關的討論，連續了前兩日政府法規要求網路中介者承擔起平台內
容的責任，及 COVID-19 疫情自 2020 至今，民眾在網路上的言論被
限縮了，不時有政府以「不實資訊在社群平台上傳遞」的藉口，阻斷
網路、禁止人民使用某些社群網站、甚至有些政府會藉由疫苗護照進
行國家邊境管制，或是人流的控管，美其名是用以防疫，但若是沒有
設置一個底限，在疫情趨緩後，政府對於人民的行動監控也會持續不
斷，傷害人權。講者也提到，有些國家對於分流上街採購的制度是以
性別來區分，這很有可能也會限制女權較弱勢的國家，未來女性要出
國與會時，會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可能無法出國參與國際會議。
會議中也提到，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無法出國銷售，許多人藉
此在網路上進行銷售，雖然也是學了一個新的技能，但相對在於銷售
的技巧，推銷的能力上還是有待加強，對於某些習慣現場銷售的人來
說，改為在網路上販售商品的難度提高了不少，但要如何讓他們度過
陣痛期，或是快速的讓他們馬上將產品透過網路銷售出去，仍然是要
透過教育一步一步進行，慢慢改進。
同時也提到了目前網路上使用最多的語言仍是英文，許多國家的
英文教育不普及，但也希望能透過提高搜尋引擎排名將自己的產品銷
售出去，於是也討論了網域名稱若採用當地文字是否有助於銷售產品?
但礙於時間的不足，無法討論國際化域名或是 Universal Acceptance 的
應用。
「Showcase 3: Is the internet trusted forever? — The issue about the
pirate site on “Manga”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Japan」曾在 TWI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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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PNIC 聽過日本政府如何處理漫畫的盜版網站，畢竟日本的漫畫
創作是創作者重要的經濟收入，但因為被盜版，著作權和收入都受到
損失，於是日本政府便透過對於註冊商的要求，停止了該盜版網站，
這個案例也常被人提起。相對的，在 APrIGF 中又被提起，主要原因
在於，這是否表示日本政府對於網站上的內容開始進行監控?使用者
是否因為日本政府對於盜版網站對內容的控管，更進一步的去控制、
限縮網路使用者的言論自由，這是以往從未討論過的方向，且與會專
家更表示，如此一來，民眾也無法再信任政府或網際網路，也呼應了
政府若是要求網路中介者若要承擔網路內容的責任，人民將無法再信
任政府。
「A workplan for greater online security and safety – An interactive
session with the UN IGF’s Dynamic Coalition on Internet Standards,
Security and Safety （DC-ISSS）: Making the Internet more secure and
safer」此一議程是由聯合國 IGF 的「網路標準與安全動態聯盟」所提
議的。由於是在 2020 年的聯合國 IGF 結束時才成立，所以也積極的
召募成員參與討論。在 APrIGF 的議程中，大概解釋了三個工作小組
們各自負擔的工作內容及目的，也表示十分需要專業人員的加入，例
如 IEEE 就發表了「IEEE 7000™-2021 Standard-Addressing Ethical
Concerns During Systems Design」這份規範的出現，可能也會強調於
日後在相關產品的供應鏈製程上，對工程師的行為有嚴格的規範。目
前則是需要各國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人一同加入其中，才能更進一步
的討論。
在 閉 幕 式 的 主 題 為 「 Sail, not Drift: Multistakeholderism and
Diversity at APrIGF」在其中提到了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在網路治理論
壇的重要性，除了原本邀請致詞的講者外，也有聯合國 IGF 的 MAG
主席致詞，一同討論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的重要性。在會議中也提到
了外交人員、政府官員與政策制訂人員是否應參與網路治理論壇?聯
合國 IGF 的 MAG 主席表示，這些人員不見得需要專業的網路科技背
景，但也需要了解全球網路治理論壇的議題與發展，參與網路治理論
壇是很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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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Asia 的執行長 Edmon Chung 則是即時分享了此次報名與參
與 APrIGF 2021 的組成人員，政府單位或是跨政府組織也有 9%的參
與率，在往年只有 2%，而且有不少人應該是以個人身份報名，那就
會被歸類在公民社群之中。

圖 7 APrIGF 2021 參與者、報名者的組成
資料來源：APrIGF 會議畫面
5. 本年度會議心得
本年度如同去年一樣是以線上會議為主，當地也有舉辦討論，
在孟加拉及尼泊爾也有提供現場聚會連線參與。這次會議僅僅只有亞
太地區的討論，聯合國 IGF 在本次會議中也有兩個場次，除了收集亞
太地區的議題與討論資訊外，同時也有動態聯盟加入議程，而動態聯
盟也是聯合國 IGF 中被視為政策參考的依據，隨著各網路治理論壇的
人員互動性增加，相信未來也會有更多更明確的網路治理議題討論，
而不會只偏向倡議的討論。
今年因為成立了利害關係人參與小組的關係，大家注意到中亞
的參與一直都是少數，所以今年積極邀請中亞國家參加，也的確有許
多不同的面孔出現，更讓參與者們了解，以往較積極參與的東亞、南
亞、太平洋國家之外，中亞國家如何去克服網路使用不便的議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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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是否也會如部份東亞與南亞國家一樣，關心政府對於網路管
制的議題。
本報告完成前仍未有其他國家提出 2022 年的 APrIGF 會議主辦
提案書，但已知越南已提案 2023 年主辦 APrIGF。

五、 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去年聯合國 IGF 以線上方式進行，許多國家的議題著重於疫情中
的網路安全、隱私與言論自由及如何縮短數位落差。除了規劃議題外，
今年的規劃則依照著去年 6 月由聯合國秘書長所發布的《數位合作路
徑圖》
（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加強全球的數位合作，並
參考聯合國數位合作高階專家小組報告中提到的對於聯合國網路治
理論壇的建議，強化 IGF 的因應當下數位合作及發展議題的措施。
今年的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在議題規劃上分為 2 大主要領域：
「經濟、社會包容性和人權」
（Economic and social inclusion and human
rights）及「全球通用和有意義的連線」
（Universal access and meaningful
connectivity），並以 4 個新興與橫向議題：(1)新興規定：市場結構、
內容、資料和消費者權利的監管、(2)環境永續性和氣候變遷、(3)包容
性的網路治理生態系統和數位合作、(4)信任、安全和穩定，在今年的
MAG 會議中，將這些橫向議題結合政策領域，將今年的議題領域規
劃為：(1)經濟和社會包容及人權（Economic and Social Inclusion and
Human Rights）、(2)全球通用和有意義的連線（Universal Access and
Meaningful Connectivity）、(3)新與法規：市場結構、內容、資料和消
費者權利保護（Emerging Regulation: Market Structure, Content, Data
and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 (4) 環 境 永 續 和 氣 候 變 遷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5)具包容性
的網路治理生態糸和數位合作、(6)信任、安全和穩定（Trust, Security,
Stability）
，並將針對各議題投案的 151 個工作坊數整理如下表：
表 8 聯合國 IGF 2021 年議題數及工作坊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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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議題

討論議題

經濟、社會包

社會不平等和疫情

容性和人權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pandemic

工作坊數
3

經濟和社會包容性及永續發展
Economic and social inclusion and

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數位政策和人權框架
Digital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14

frameworks
包容、權利和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和責任
Inclusion, rights and stakeholder roles and

14

responsibilities
促進公平發展和預防傷害
Promoting equitable development and

9

preventing harm
全球普及和有

定義全球普及與有意義的取用

意義的連線

Defining universal and meaningful access

5

普及和有意義的取用的障礙
Barriers to universal and meaningful

6

access
利用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和發展
Leveraging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3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商業模式和投資
Business models and investment
實用的本地驅動的政策解決方案
Practical locally-driven policy solutions
頻譜監管的挑戰和解決方案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in reg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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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1

橫向議題

討論議題

工作坊數

spectrum
新與法規：市

法規、競爭法和創新

場結構、內

Regulation,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容、資料和消

內容的調整與人權合規

費者權利保護

Content moderation and human rights

9

1

compliance
全球和本地的資料治理與信任
Data governance and trust, globally and

4

locally
資料移轉、合作和信任
Data transfers, trade, cooperation and trust
保護消費者權利
Protecting consumer rights
整體性議題 Overall
環境永續和氣

提高決策者和開發商的意識和主動性

候變遷

Increasing awareness and proactiveness

2
4
1
2

among policymakers and Developers
測量衝擊
Measuring impact
減少衝擊
Reducing impact
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具包容性的網

數位主權

路治理生態糸

Digital sovereignty

和數位合作

評估網路治理方法和機制並促進包容性
Assessing Internet governance approaches
and mechanisms and fo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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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
1

6

橫向議題

討論議題

工作坊數

inclusiveness
持續發展網路治理與合作
Governance and cooperation for an

6

evolving Internet
技術的網路治理
Technical Internet governance
進一步的全球數位合作
Advancing global digital cooperation
信任、安全和

網路安全實作和機制

穩定

Cybersecurity practices and mechanisms
確保安全的數位空間
Ensuring a safe digital space
國際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2
5
9
7
5

防範網路攻擊的角色和責任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protecting

7

against cyber-attack
國際規則和國家課責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te accountability
私部門課責制
Private sector accountability

3
1

資料來源：聯合國 IGF, Pre-meeting guide 59，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的大會工作坊議程外，還有相關的開放論壇、政策網路、
動態論壇等超過 250 個議程，但可自主要的工作坊議程中得知，多數
提案者仍對於人權、數位政策的提案較多，對於聯合國秘書處柲書長
在《我們的共同議程》報告中提到的，關於數位主權、多邊主義其實
是較少被討論的，而商業模式和投資的工作坊提案數為 0，主要原因
在於長久以來，私部門參與較少參與網路治理論壇，他們多數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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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聯盟或是商業社群組織，而研究單位、人權團體、社群和技術
團體也較常參與網路治理論壇，所以相關的議題也會較多。
除了規畫的議程外，平時在每年大型會議的舉辦期間，也有不同
的組織及社群在進行全年度的討論與研究活動，原本就有的國家和區
域網路治理論壇倡議、最佳實踐論壇、動態聯盟、政策網路外，今年
也規劃了「高階領袖和議會」
（High-level Leaders and Parliamentary）
的議程，將會邀請相關的人員及國際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簡稱 IPU）的成員們參與。尤其是在「普及近用和有意義的連
線」領域中，涉及頻譜資源的分配，將需要政府成員的積極參與。
本年度參與的工作群組主要延續往年的參與的「國家和區域網路
治理論壇倡議組織」
、
「網路安全最佳實踐論壇」和「網路標準及安全
動態聯盟」。
在第二次的公開諮詢會議中，主席也談到了，今年增加了「政策
網路」的項目，重點不會只有討論，而是把政策網路作為網路政策的
育成中心，而與既有的 DCs 及 BPFs 的區隔在於更著重在多方利害
參與人的參與、以討論政策為主；DCs 則是由秘書處所倡議並進行相
關的研究和分享不同的觀點，並會產出相關的文件；而 BPFs 則是以
實際的案例研究為參考。將這四個全年度的工作群組進行比較如下表：
表 9 聯合國 IGF 全年度的工作群組列表
工作群組
定義

DCs

BPFs

NRIs

PN

致力於一個

IGF 提供多

屬於國家和

回應聯合國

或多個網路

方利害關係

區域位階的

秘書處秘書

治理議題的

人討論網路

網路治理論

長《數位合

開放討論群

治理議題的

壇

作發展藍

組，完全開

平台

圖》，引入了

放加入，也

政策網路概

被視為政策

念，用意在

的參考資料

開發多方利
害關係人專
家主導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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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群組

DCs

BPFs

NRIs

PN
架，以解決
廣泛的網路
治理的深入
問題、挑
戰、良好做
法和前進方
向。

與 IGF 的 開放的會員

是 MAG 成

秘書處根據

重點來自當

關係

制度、郵件

員在每年大

IGF 的核心

前的優先事

及討論記

會間的會議

原則和程序

項和新興的

錄，成員代

活動，定期

（開放、透

全球形勢，

表中需要至

會舉行會議

明、包容、

同時考慮到

少來自於三

並制定實質

自下而上、

IGF 對該特

個不同利害

性的成果

多利益相關

定主題的整

方、非商業

體接受和處

性）來決定

理。

關係人群組

加入的成員
是否具有
NRI 的資格
被列於 NRI
的頁面上
成立的方 DCs 成立時

必須由一位

須要被認定

IGF 秘書處

式

需要提出申

MAG 成員送 的 NRI 成員

保持中立性

請書給 IGF

出成立 BPF

需要交一份

以促進利害

秘書處，由

的提案，並

聲明提供給

關係人和

秘書處進行

由全體 MAG 秘書處，由

MAG 在 PN

確認，並可

成員決定是

秘書處依照

實施的可行

以加入協作

否成立並選

IGF 的核心

性和好處方

群組。DCs

擇當年度的

原則與程序

面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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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群組

DCs

BPFs

每年需要提

BPF。

供報告書給

2021 年僅 2

秘書處。

個 BPF。

NRIs

PN

來決定

MAG 成 MAG 成員可 MAG 需要監 MAG 成員可 MAG 委派
員的角色

以個人身份

督 BPF 群組

以個人身份

一名聯絡人

參與其有興

的運作，且

參與 NRI 的

來維護 PN

趣的 DCs 加

互動性較

討論，但不

和 MAG 之

入討論，給

高，雖然

會以 MAG

間的整體聯

予建議。

BPF 成員可

的角色監督

繫，也會協

以自己選擇

或給予建

調如何將 PN

研究方法、

議。

排入年度會

組織討論，

議的議程

MAG 成員也

中，並進行

可以以個人

必要的協調

身份參與，
但 MAG 與
BPF 群組是
高度互動的
IGF 秘書 原則上秘書

提供像是建

NRI 是由秘

秘書處促進

處的協助

處不會提供

立郵件群

書處指導並

PN 的實施，

任何協助給

組、召開會

協助，由秘

包括制定提

個別的 DC

議、更新

書處獨立運

案、聘請專

群組，但會

BPF 在 IGF

作，集體的

家顧問、開

對協作群組

網站上的負

NRI 工作會

展外部推廣

提供一些支

面資訊並由

得到秘書處

的活動、展

援。

秘書處擔任

的支援，像

開研究、著

報告的執筆

是改進流

手撰寫報告

者

程、在成員

草稿等

之間進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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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群組

DCs

BPFs

NRIs

PN

調等。
資料來源：聯合國 IGF: IGF Intersessional Activities（UN IGF,
2021）60

(一) 國家和區域網路治理論壇倡議組織
本年度的 NRIs 責任比以往更為重大，除了聯絡聯合國會員國成
員的各網路治理論壇之外，也肩負起 IGF+及強化國際數位合作的重
任。今年也與網路治理論壇後援會（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Support
Associate ，簡 稱 IGF-SA）合 作，提供 可以實際 至波蘭 卡托維 茲
（Kattowitz）與會的 NRIs 成員與會資金。
在今年度因應聯合國秘書處對強化 IGF 的要求，希望能加強成員
之間的連結，同時也因為配合《數位合作路徑圖》的規劃，成立「科
技特使」的職位，並指派兩位特使，也藉由 NRIs 秘書處規劃「國家
和區域網路治理論壇倡議組織觀察台」
（NRIs Observatory）網站，也
針對這個網站開了一次額外的會議，徵求每個 NRIs 成員們對於網站
的功能、介面提供意見。
本年度對於 NRIs 議題的徵求長達 11 個星期，故有 37 個成員針
對調查提出意見（NRIs 共有全球 134 個 NRI 組織參與其中），並提
供了 114 個意見，由於將組織 6 個議程，所以 NRIs 秘書處也會將現
有的成員分為 6 個群組規劃議程，同時也因為今年成立了政策網路的
討論群組，所以在各成員也積極的希望能與政府成員積極的連結，據
以往在其他國家 IGF 的經驗，有政府成員出席的會議較容易讓政府成
員了解網路政策現況，並真正達到網路治理論壇的倡議目標，也容易
協助讓更多不同領域但同樣對網路政策、人權等倡議有興趣的人共同
參與，並極力建議應邀請 IPU 的成員一同參與高階領袖與政策討論的
議程。

(二) 網路安全最佳實踐論壇
最佳實踐論壇，是由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提供給多方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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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網路治理議題、鼓勵多方利害關係人藉由此平臺對話、收集新興
議題及針對明確的議題所成立的平臺。BPFs 由 MAG 成員們監督，
並且有網路治理論壇秘書處支援。
MAG 成員們將從以往許多各種不同的主題縮減為今年的 2 個主
題「網路安全」和「性別和數位權利」
。網路安全最佳實踐論壇是自
2018 年開始，則延續了以往的工作模式，如同去年同樣是 3 個工作
小組：，而在 2020 年著重於「規範」
（Norms）
，也參與了各不同部門
的文件規範比較，試圖在不同的規範文件中找出是否與 UNGGE 在
2015 年所提出的倡議相同的項目。在今年度也同樣分為 3 個工作項
目（workstream）
，透過郵件群組聯絡，也讓大家自由參與自己想加入
的工作群組中：
1. 工作項目 1 ：深入了解並更新各種最佳實踐的規範。在此工作階
段，小組成員們將研究以了解網路規範（Norms）形成的原因，涵
蓋了網路使用者所提出的問題、網路安全事件或其他的事件，在
這個階段將會深入研究規範背後的想法在各種事件和發生事故、
各種行為的連續性。這個階段將預計在意 8 月 30 日完成，並產出
一份研究報告。
2. 工作項目 2 ：針對網路事件測試網路規範的概念。這另外分為 3
個工作任務：(1)在 5 月 30 日前要列出歷史上重大的網路安全事
件，會選擇幾個歷史上具代表性的網路安全事件，並且有些事件
可能是日後形成網路規範的開始；(2)了解這些選定的歷史網路安
全事件，自以前的 BPF 報告或其他已發表的研究報告中評估當時
的網路規範是否成功減輕了該事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分析這
些網路安全事件的背景與成因，在這個階段也會研究這些事件如
何支持網路規範的實施或擴展網路規範的範圍。這部份的工作將
在 8 月 15 日完成；(3)進行質化研究，將訪談與了解受到這些網路
安全事件的受害者，並了解這些網路規範的看法及他們對這份研
究的回應，同時也希望他們提供建議，針對這些網路規範如何減
少網路安全事件所造成的傷害，完成日暫定在 10 月 15 日。在此
工作階段裡，由成員自己認領想要深入研究的網路安全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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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曾經討論過是否要將 1998 年台灣出現的 CIH 病毒因為涉及供
應鏈安全議題而放入深入討論的事件裡，但由於年代過於久遠，
且也僅發生在舊的系統上，可能也沒有多少人還記得這件事的影
響，在國際上也沒有因為此病毒的出現而有 Norms 或國際條約，
故在此工作階段中僅列入但不再進行深度研究。相較之下，由於
愛沙尼亞在 2007 年因為 DDoS 攻擊導致全國網路癱瘓，且也影響
之後的 UNGGE 報告對於網路世界的和平的規範，加上愛沙尼亞
曾經歷過該事件的政府官員、業者都還在這個領域中活動，也較
容易聯繫，所以會讓愛沙尼亞的事件進入第三階段深入研究。
3. 工作項目 3 ：最佳實踐論壇與 IGF 其他計劃的產出及合作。
在 4 月時第一次啟動會議裡，在網路標準及安全動態聯盟反應兩
者的工作成果可能是重複的，甚至也有不少成員可能是重複的。不過
兩者的背景歷史與產出方向不太一樣，在 BPF-Cybersecurity 中更著
重於了解這各不同部門所形成的規範或是國家層級的網路安全條約
在整個網路安全的倡議中的實踐，其產出的報告也可以作為其他研究
單位及國家層級合作時的參考。
今年包括在波蘭的 IGF 會議，BPF-Cybersecurity 則安排了 5 次的
線上會議，除了 4 月的啟動會議外，會在 7 月、8 月、10 月召開全體
成員的線上會議，更新不同工作小組的進度且若需要支援也可以在這
些會議中提出，不同階段則由該階段的召集人召開線上討論會議。

(三) 網路標準及安全動態聯盟
動態聯盟（Dynamic Coalition，簡稱 DC）與 BPF 不同的地方在
於 DC 談的可能是近期內、當時較主要的議題，而 DC 的成員也是自
願性加入的，所有 DC 對所有人開放且網路治理論壇秘書處有限支援。
網路安全標準及安全動態聯盟的全名是「Dynamic Coalition on
Internet Standards, Security and Safety」簡稱「DC-ISSS」
，該 DC 於 2020
年成立，由荷蘭的顧問 Wout de Natris 與前英國文化、媒體和體育部
裡 負 責 網 路治 理， 同 時 也 是前 任的 多 方 利 害關 係諮 詢 小 組 成員
（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簡任 MAG）的 Mark Carvell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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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劃，在 2020 年時也積極參與 IGF 活動中關於網路安全的議程。
該 DC 在 2021 年初有召開過數次會議，並期待在 2020 年針對政
府採購合約與管理規範、物聯網的標準與指引及法規管制、網路安全
相關的教育訓練、供應鏈管理的採購合約和商務案件。該 DC 將在
2021 年的 IGF 會議中提案，將提交第一份工作報告，包括了成員們
的意見、進度報告及建議的草案，並將這份工作報告提供給相關機構、
各國及區域的 IGF、非政府組織，並調整 2021 至 2022 年會議前的工
作小組結構，預計將在 2022 年於衣索比亞阿迪斯阿貝巴舉辦的 IGF
會議進行最終報告，並且決定是否繼續或解散該聯盟。

(四) 政策網路
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於今年多了一個新的討論群組政策網路
（Policy Network，以下簡稱 PN）
，主要是回應聯合國秘書長的《數位
合作發展藍圖》
，並引入了政策網路概念，目的是在開發多方利害關
係人專家主導的政策框架，以解決廣泛的互聯網治理問題，並在此群
組中深入問題、挑戰、良好作法和前進方向。
PN 的主要討論議題是針對於當前具優先性的議題，考量到全球
局勢，配合 IGF 對 PN 討論議題的整體接受度和在 IGF 議事流程中被
處理。IGF 秘書處促進 PN 的實施，包括制定提案、聘請專家顧問、
推廣外部活動、展開相關研究、協助撰寫報告草稿等。
今年聯合國 IGF 成立了兩個 PN 群組，分別是與環境保護、永續
發展有關的「環境保護政策網路」（Policy Network on Environment，
簡稱 PNE），另一個則是「有意義的網路連線」（Policy Network on
Meaningful Access，以下簡稱 PNMA），這兩個群組在平時都會舉辦
線上討論活動，或是至各區域、各國的網路治理論壇收集意見、參與
活動。年初時也在 NRI 中討論，在 IGF 會議舉辦時，也會邀請聯合
國會員國政府高層人員、國際組織的高層人員共同參與討論。
若將上述三種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在正式會議之間所進行的相
關活動，與在本年度所獲得的相關資源、協助、定義等，也顯示了聯
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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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與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記錄

由於連續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響，波蘭政府去年已無法實體
舉辦會議，今年因為全球各國皆陸續開始施打疫苗，所以在今年進行
了混合模式的會議，並參考現場的會議中心，打造模擬的線上會議中
心與會議室，線上會議參與者可以透過這些模擬的路徑與導覽到會議
室中與會，也藉由這個模擬的會場讓大家見識到波蘭的實力。不過會
議開始當天的網路流量超過負荷，所以有不少線上參與者無法連入網
站，也造成一點影響。
在閉幕式時得知，根據當地主辦單位的統計，有 10,371 人註冊，
現場發放超過 2,600 個名牌，即顯示在疫苗普遍施打後，許多國家的
人選擇到現場與會。在開幕式時有線上直播，也使用了 Zoom 研討會
讓大家線上參與，由於在 Day 0 時網路連線的原因導致有不少人都
無法透過網路治理論壇的新網站取得進入會議室的連結，主辦單位也
迅速的透過電子郵件或是社群平台讓大家藉由虛擬的會議中心及會
議室觀看 YouTube 直播與會，或建議大家直接透過 YouTube 與會。
1. 12 月 06 日
(1)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the theory of digital security and the
practice of insecurity （ Dynamic Coalition on Internet
Standards, safety and security）
這是動態論壇所舉辦的場次，由於會議開始前，無法登入聯合國
IGF 網站，所以無法聽到開始的討論。但在會議後半段，可以得知與
會者認為談「網路安全標準」的範圍過大，不止涉及 ICANN 或是 IETF
的網路規範，在沒有明確的範圍下，這樣的討論也過度發散。
對廠商來說，利潤是第一優先考量，如果沒有賺錢，也不會希望
配合或是成立相關的網路安全標準。
(2) Tax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 current challenges （IAB
Poland）
大致上參與的大型跨國企業都很支持 OECD 在今年 10 月的聲明，
但實際執行上可能會有問題，例如還要產生以多邊主義為主的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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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國家必須取消已經執行的數位服務稅，數位服務稅對於全球數位
發展來說可能是有害的，OECD 的兩大支柱方案可以避免跨國大型企
業被同一國家重複收取稅款，歐盟會在耶誕前之有相對應的，配合全
球可執行的方案。在 OECD 的規劃中將會在 2022 年開始進行多邊協
商並在 2023 年簽訂及執行，然而在執行上可能還會有部份的挑戰。
(3) AI in the public service: combating disinformation and fighting
with the pandemic.
這個場次是主辦國波蘭在聯合國 IGF 所進行的會前會，討論了許
多關於 AI 的可信度應用，同時也討論到在波蘭政府中央部會的官員
可能已具有相當的意識與接受相關的訓練，但地方官員可能也沒有能
力接受訓練，這使得中央與地方對於人工智慧科技的認知是有差距的。
現場的提問者則提到了「信任」的問題，涉及了產品的製程、程式的
編寫或是相關一連串供應商、公司內部的治理等，要如何讓彼此信任。
2. 12 月 7 日
(1) Connecting Democracy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Advocates
在這個場次裡至少進行了三次的分組活動，在這些分組活動裡，
由於沒有先做好規劃，所以討論有些發散。在分組活動中討論了在疫
情期間，大家在線上所進行的活動，以及如何透過網路參與會議等。
活動在不斷的分組中，互相連結來自不同國家的參與者，雖然因
為背景環境的不同，但在不斷的分組交流裡，大家的共識，都是希望
能維持網路上的民主、自由言論及活動，但對於網路上的言語暴力、
仇恨言論，似乎在這場討論中沒有較具體的結論或建議。
(2) The Paradox of Virus Contact Tracing Apps
由於全球疫情的影響，讓個人隱私與公共衛生的需求很難達到平
衡，人民必須安裝「接觸追蹤的應用程式」
，而這些程式所收集的資
料是否會被政府監控、侵犯隱私，是持續被討論的議題。
會議邀請了三位講者，分別是印度、澳大利亞和巴西。印度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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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到，人們過度強調技術本身而不是技術試圖解決的問題，導致政
府權力平衡發生變化，政治問題進入採購流程中，造成人們要公開討
論反而更為困難；澳大利亞的講者則提到該國政府要求人民安裝兩種
不同的追蹤接觸程式，分別是聯邦層及及州層級，而人民們卻擔心這
些程式所收集的資料儲存，澳大利亞政府雖然有通過相關的隱私保護
法案，但人民對該法案的信任程度並不高，擔心數據資料外洩後，會
對個人隱私造成侵害。巴西的講者則提到了巴西和拉丁美洲的案例，
證明了數據保護框架在實施接觸者蹤應用程式中的重要性，並提出應
用程式的普及性可能與強制或自願的方式有關。
分組活動結束後，主持人則提出了如：在考量公共衛生的最佳利
益下，個人資料收集最小化，並注意網路安全；保持透明度與建立課
責制，像是接觸者追蹤的程式原始碼應該是開放的。使用數據的意圖
應該是明確的，應用程式的服務提供者應避免從用戶資料獲利，並保
證多方利害關係人相互合作、保持對話；包容與信任是重要的，有些
老年人族群或是沒有能力負擔智慧型手機的人，若是強制使用電子化
的應用程式，可能會對他們造成負擔，對於有些需要負擔高額上網費
用的國家來說，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輕易負擔上網費用或是購買這樣的
手機，政府應該要加強網路基礎建設及人民使用網路的素養。最後則
是藉由網路治理論壇的平台，除了可以增加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對
話外，也可以在這些對話中了解技術的實踐、參與網路政策討論的重
要性，網路治理論壇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場所。
(3) Level Up: Methods for Localizing Digital Policy and Norms
全球都認同數位治理是十分重要的事，也應該要考慮到不同地方
特殊性和維護人權標準的方式進行，同時促進民主社會。
秘魯政府的數位轉型部長 Marushka Chocobar 分享了秘魯改善數
位治理的經驗，去了解每個地區活躍的相關人員，去了解當地的生態
系統，並確定了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找到該地區的主要倡議者，努力
的去達成雙方的共識並保持對話。
來自美國的講者則提到，目前許多國家所提到的「本地化的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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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其實是「數位主權」概念的延續，政府想要進行全面的監控，
但可能會透過其他方式來掩蓋大規模監控的意圖。並強調，政府在推
廣「本地化的數位政策」的過程中，因為在網際網路和數位技術上我
們仍然缺乏法律上的互操作性，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法律和司法管轄區
的衝突。
另一位講者則提到資料保護、網路安全，甚至是數位稅方面相互
複製政策和法律，以及缺乏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的流程，也將面臨實
施挑戰，並強調，政策起草需要分散並涉及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
英國的人權倡議團體 Global Partners Digital 的講者則解釋了政
府對無法在許多問題上達成全球解決方案或全球標準的沮喪，推動國
內立法以服務其公民的利益，但缺乏人民的主動監督平台，可能造成
政府對平台進行監控，更可能會侵犯隱私與言論自由。
在最後的討論裡，講者們與主持人皆同意，雖然政策的本地化對
於響應當地的需求和特殊性很重要，但仍然需要更廣泛的協調，以利
網際網路仍然是一個能夠行使人權的全球統一平台。政府必須在政策
建立的最初階段採用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以實現真正的包容性並制
定響應公民需求的最佳政策。
3. 12 月 8 日
(1) Supply Chain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for IoT Resilience
關於自駕車的相關物聯網供應鏈管理與治理的議題，一直都是許
多人所關注的，這個場次討論在開始先界定了以自駕車或自動駕駛的
相關交通工具進行討論，其中也談到了關於資料分享與治理的問題，
尤其在涉及地緣政治的干預愈來愈明顯的今日，是否還能談論分享與
共享資料?在自動駕駛的交通工具與連網元件的討論裡，專家們也討
論了關於元件產地若是來自於中國或其他有爭議的地區，該如何處理?
藉由這個場次，大家也了解到從應用出發也較容易知道還有哪些利害
關係人需要加入，例如在通訊與資料傳輸的標準上，可能還有紅外線、
藍芽等技術，而不是只有「網路」來傳輸資料，加上 IPv6 在連網時代
非常的重要，所以未來還有更多可以邀請及討論的領域，也更符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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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利害關係人的機制與必要性。
(2) Learning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the pandemic
這個場次主要是以亞太地區的講者來分享在疫情期間，學童透過
網路來學習的重要性。分別請了日本、菲律賓（APNIC Foundation）
、
APNIC 的人員進行分享。日本 Nagasaki-Takaoka Model，討論了日本
由於網路技術的普及率較高，所以由政府出資讓學童們藉由平板電腦
連線上課，設備大概二至四年更換一次，也符合這些平板電腦的折舊
使用年限。在使用線上教學後，老師們藉由另一個方式去了解學生的
學習進度，在疫情封鎖的這兩年間，老師和學生的滿意度都提高了，
都有 60%以上，有些學生對於老師會去看他們的筆記、與他們互動感
到有趣。APNIC 本來就有線上學院，更因為亞太地區的語言種類很
多，而提供了多國語言的平台，讓工程師們可以用熟悉的母語來操作
線上平台來學習，在疫情爆發之前也常定期進行線上直播的教學，但
互動的程度較差。在疫情爆發之後，則是所有的教學活動都透過線上
會議室平台進行。原本會在亞太地區國家所的 NOG 聯誼或技術交流
活動也全部透過線上進行，在以往的經驗裡，許多工程師的技術交流
都是在會與會之間的休息時間直接討論，線上活動反而沒有這種直接
討論的機會。菲律賓則是分享了 SWITCH SEA 的專案，討論藉由網
際網路如何實踐性別平等的目標，讓女性在網際網路上更有參與的機
會。在對話的期間，RIPE NCC 的人員也表示希望在未來還是有面對
面對話的機會。日本的講者提到，面對面直接交流有好處，但線上教
學也是有優點，在未來應該是無法避免線上教學的情況，我們應該要
改變自己的態度去接觸新的使用情境。
(3) Exploring Neutrality: A Multistakeholder Cyber Norms
Dialogue
這一場的討論是由於 2013 年聯合國認同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也適用於網路空間，但這樣一樣就會有課責、人權法的相關討
論事項，在這個場次裡多數的重點仍在討論在適用國際法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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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立性」?不管你用何種身份或觀點出發，都沒有完全中立的
可能。在 12 月 16 日，開放工作小組（OEWG）紐約將會進行一場關
於多方利害關係人與資訊安全、網路安全的相關討論，也許會在後續
看到相關的論點。
在與會的參與者表示了，不論如何，都不會有絕對的「中立性」
，
所以如何定義「Neutrality」也成了會中討論的重點。來自防毒軟體卡
巴斯基的 Anastasiya Kazakova 表示，私人公司雖然不會有所謂的中立
性，但是在發生網路安全事件時，會選擇優先保護自己的使用者。來
自日本 JPCERT 的講者則是提到，CERT 確保了國家的中立性，但如
何與跨國的科技超大型公司溝通並不容易，由於這些大型公司在網路
空間裡也不具有中立性。
由於這是一場開放性的討論，故在會議中也提到網路空間盡職調
查的國家義務的爭議性立場，這個立場在今年聯合國專家小組報告中，
但卻被刪除。國際刑警組織（Inter Pol）的參與者提到該組織在整個
網路犯罪環境中，擔任中立者的對話效果，也提到聯合國關於明年將
進行的新網路犯罪條約的討論。
(4)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此 場 次 是 由 人 權 倡 議 團 體 進 步 傳 播 協 會 （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簡稱 APC）人員主持，在會議播放了一段
影片，藉由這個影片所建構出來的場景，以四種利害關係人身份：私
部門、政府、技術社群、公民社群來分組，透過腦力激盪來問大家對
於未來網路使用與網路治理的想像。不同組別的參與者被要求考慮現
在應該採取的可能步驟，以防止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影片中的負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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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分組討論後，總結出四個群組對於未來網路治理負面的影
響，應該要採取不同的動作。例如政府部門應該專注以人權為基礎的
網路政策，網路空間的國際規範、鼓勵區域與全球網路治理相關機構
加強連繫；在技術社群的建議裡，則是提醒了 VPN 的使用、各國需
要遵守網路規範（Cyber Norm）、利害關係人應該要尊重技術社群的
付出；在私部門的建議裡，提到董事會對公司治理應保持積極的態度、
中小企業應該要積極參與政策討論、公共政策與國家目標之間要保持
一致性；最後，公民社群的討論十分熱絡，重點都放在「能力建設」
（Capacity Building）
，並倡導以人權為基礎的網路空間及關於匿名使
用網路的議題等。

圖 8 該場次中公民社群的建議
資料來源：聯合國 IGF 會議畫面
最後由會議主持人之一也是 MAG 主席 Anriette Esterhuysen，總
結參與者集體腦力激盪的結果。由這些結果可以看出各利害關係人自
己所關注的重點，但這些討討卻缺乏了對實體非連網世界的認可，而
且，網路治理的一部份是要保持敏感性，並不是取代現實，而且很容
易受到地緣政治衝突、社會不平等、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所影響。
4.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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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n-interference with the Public Core of the Internet: Next
Steps after the OEWG & GGE
這一場延續了去年大家所討論的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及接下來
在聯合國開放工作小組（OEWG）和聯合國專家小組（UNGGE）的下
一步。
去年在討論網際網路的公共價值時，也提到了關於網路應該是具
有公共利益的，與會的講者也是 IGF MAG 主席，Anriette Esterhuysen
並提到了海牙萊登大學的 Dennis Broeders 主持的「The Hague Program
for Cyber Norms」也有在所謂的「網路規範」
（Cyber Norm）中有相關
的著作。
此場會議的主辦是 GCSC，在會議中分享了最新版本，對於網路
公共核心的定義，並提到了由於近年來的網路攻擊事件可能是對基礎
建設針對 DNS 或大規模的 DDoS 事件、供應鏈的安全性問題等，都
破壞了網際網路的普遍可用性，對於基本人權的整體信任的影響都反
應在網際網路上。
這場的討論很激烈，因為中國的參與者提到了對於網路犯罪、盡
職調查及課責的問題，認為集中由政府進行網路監管才是應該的方向。
會議中的與會者特別提到，公共核心的網路規範不應該被各國政
府作為控制或監管互聯網的手段，是對約束惡意侵犯公共核心國家的
規範。
最後則呼籲民間社群及技術團體持續對政府進行監督，也鼓勵所
有的參與者進一步的定義「網路公共核心」的要素，特別是明確的「公
共」的含義及違反規範的行為，也鼓勵通過開放標準的制定流程，呼
籲保持網路治理論壇裡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的討論與參與機制。
(2) Main Session Regulation and the open, interoperable, and
interconnected Internet -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關於人工智慧的部份，由於不少國家為了避免像是審查網路服務
平台上的內容，在未來可能會利用人工智慧程式來做相關的審查。與
會者之一的 Vinton G. Cerf 則是提到，內容規範是十分困難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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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希望被監管的，但如何實際的讓道德的行為在程式被開發時，工
程師也能遵守相關的行為守則也需要實際的建議。
在這個討論裡也提到了女性在參與網路治理論壇的困難性，雖然
參加全球性的討論似乎很容易，但在巴基斯坦，女性要參與網路治理
論壇的討論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
在會議的聊天室中，則是談到了關於區塊鏈的使用，但區塊鏈技
術並不是萬靈丹，有時其他的技術會比區塊鏈技術更有效率。
(3) Policy Network on Environment: The Future of PNE
政策網路是 2020 年新增的群組，環境與數位化網路政策群組在
2020 年正式啟動，成立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數位化來加速實現聯合國
2030 年議程中的氣候和環境目標。該群組在本年度會議需要提供相
關的政策報告，這份政策報告分為四個部份：環境資料、糧食和水系
統、供應鏈透明度和流通性、總體問題（解決可能與環境沒有直接關
係但在制定政策時仍需考慮的重要領域）
，並由相關的人員進行簡報。
在「環境資料」的簡報中，由於環境資料的多樣化，需要建立一
套對現有數據資料標準化和協作，以確保這些數據資料可以被自由取
用，並提到「數位化」可以積極的成為改變的驅動力，也有助於綠色、
包容、脫碳的經濟。在此部份的簡報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統一
和標準化的資料，及確保收集到有意義、可被取用的資料，最後則是
加強合作，並藉由數位化提高相關資訊的影響。
「糧食和水系統」的簡報中探討了數位化在抵抗糧食不足、飢餓、
食品安全、獲得潔淨的水和相關議題的作用。在討論時，聯合國氣候
變 遷 綱 要 公 約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的 David Oehmen 便提醒參與者數位化能作
為協助抵抗糧食不足、水資源系統的強大工具，然而人們也應該在進
行數位化或使用數位產品時，應該要注意相關資料的敏感性、食品當
地的狀況及法規，並呼籲應該要提高使用地球科學資料的能力，確保
當地的水資源及糧食供應是安全的，其次則是制定國家和區域計畫和
戰略，在發展中國家藉由數位化的技術來優化當地低效能的水資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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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數據化，最後，則建議減少使用降低工作效率的工具或工作流程。
「供應鏈透明度和流通性」的簡報裡，則是建議提高數位技術對
環境的效率並應確保技術不會是影響環境保護的因素。簡報者呼籲各
國應制定「所有供應鏈中可以接受的透明度、可追溯性、具互相操作
性」的國際標準，並在整個資訊科技產業中實施這樣的國際標準。最
後則是呼籲支持對發展中國家電子廢物升級維修和回收活動提供資
助，例如為非正規工人提供更好的設備、投資、建設能力等。
最後則是「總體問題」
，這部份需要面對治理及跨越不同的領域，
在這部份的簡報裡，提供了以下建議：藉由數位化及投資數位科技來
提升人民的數位能力，鼓勵已開發國家積極參與開發中國家的數位化
活動，投資於提升人民的數位素養和當地的基礎建設，增加一個國家
人民和社群的包容性；利用科技和數位技術，來建立以證據為基礎的
決策程序；最後則建議各國和各利害關係人嘗試新的、找出可以讓更
多人參與的方法，例如能力建設、鼓勵公民協商、建立信任以提高公
民的參與度。

圖 9 政策網路小組針對四個議題的建議與開放討論
資料來源：聯合國 IGF 會議畫面
(4) DC-ISSS: Making the Internet more secure and s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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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場次主要是 DC-ISSS 的整年度工作報告。今年 DC-ISSS 分

圖 10 DC-IS3C 的新識別標誌及口號
為 3 個工作群組：教育（Education）
、採購（Procurement）
、基於安全
的設計（Security by Design）
。教育工作群組的主持人提到在網路安全
標準的制定過程裡，女性的參與還是太少，所以未來也希望藉由教育
能讓女性能參與網路安全標準的制定過程；在採購的小組這一年的工
作裡有注意到政府的採購規格書裡，鮮少會有專家提供意見，這可能
有更多的原因，還需要繼續的找出如何縮小政府公務人員與實際科技
社群之間的知識落差或是突破隔閡，打開溝通的管道。由於許多政府
強調要建立智慧城市、物聯網、交通聯網…等各種方案，所以感測器
之間的資料傳輸與安全標準也都是需要考量的部份，雖然大家常提到
「基於安全的設計」是重要的，但鮮少有人真正的把這個概念帶入其
中，而許多國際標準在建立之後，也沒有持續更新。今年在大會舉辦
前，已公開進行投票，將原本縮寫「DC-ISSS」改為「DC-IS3C」並設
計了這個動態聯盟的識別標誌及口號為「Making The Internet More
Secure and Safer」如下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 IGF 會議畫面擷取
在會議中，DC-IS3C 的資深政策協作員 Mark Carvell 向大家提
到，今年 DC-IS3C 的活動不是只有論壇的活動，而是積極的參與全球
區域網路治理論壇，例如歐洲的 EuroDig、亞太區的 APrIGF，在國家
層級如在 12 月 11 日要參與台灣的 IGF 及像是之前也有其他國家的
IGF，除了歐美國家的人員積極參與外，他們希望能多一點亞太地區
的參與者參與，共同討論如何喚起相關的網路安全標準意識、提高女
性參與網路安全標準制定的機會，以及政府採購案的規格書，如何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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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政府部門與技術社群之間的差異等。
在談完前幾天的議題後，已經陸續有許多組織、協會或教育單位
有興趣要加入這個動態聯盟，由於動態聯盟不像最佳實踐論壇有大會
的協助，也需要資金的投入，在今年的會場中已至少有兩個組織願意
提供贊助。
5. 12 月 10 日
(1) NRIs Collaborative Session: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digital selfdetermination
這一場主要是討論數位主權和數位自我決定。在場次中討論了關
於如何由下而上，並賦予年輕人更多的權力。現場由 Milton Muller 教
育澄清 Digital Sovereignty 和 Digital self-determination。在 Milton
Muller 教授的解釋中，認為 Digital Sovereignty 是屬於以國家主權為
主的，而 Digital self-determination 則是國家可能限制了國內網路使用
者的權力，禁止在網路上發言；孟加拉則是提到了當地政府鼓勵政府
保護人民在社群平台上的資料。中國的發言者則是提到了這些連網的
基礎建設，雖然並不屬於政府所管轄卻在各國的境內，如何再一步討
論公共價值。但多數人集中討論接下來對於未來關於數位主權的部份，
則是希望以使用者、人權為中心出發，增加對使用者的包容性，例如
在人權上的討論，討論還有很多人被排除在網路之外，沒有辦法享受
到網路的益處。但也有許多的內容也需要再想想，例如涉及地緣政治
時的處理。
(2) Main Session BPF Cybersecurity
由 Mallory Knodel 簡報了今年大家進行的相關工作，例如台灣的
CIH 病毒在討論時並邀請了講者進行相關的討論。討論了未來的
Cyber Norm 的發展及如何實踐。GFCE 的專家，Christopher Painter 提
到未來 Norms 的發展也會與「課責」有關，像是未來在 UNGGE 所討
論的 「盡職調查」
（Due diligence）
，未來像是能力發展，類似的討論
應該也是很值得關注的工作。而 GGE 的成員也談到了，未來若是採
用了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由其他的專家一起討論，也是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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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供應鏈的管理，也有學者認為研究小組過於樂觀，畢竟漏洞攻擊
是會演變的。同時在面對攻擊、網路安全事件時，要如何歸因、課責?
未來要如何讓 Norms 可以讓 GGE 更開放，或更多樣化，如同供應鏈、
政府、整個產業，要如何承擔起執行的責任。應該要去了解這些壓力
的來源，是來自政府或是其他的來源，我們應該要想得更遠，離開同
溫層的泡泡，但應該要朝著更實際化去執行。
在席中也談到了不同規模和研究標的物，對於未來應該也會針對
單一的事件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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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研究結論
經歷全年度的議題研究與參與網路治理相關會議後，將全年度的
結論整理至以下。

一、 全球網路治理趨勢發展
(一) 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機制的未來發展
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機制在 ICANN、聯合國 IGF 會議中行之有
年，然而該機制也因為溝通的時間過長，意見通常容易摻雜各種雜音，
或因為政治因素干擾整個討論的結果。在今年度的聯合國 IGF 則將原
本的最佳實踐論壇刪減為 2 個，並增加動態聯盟，視動態聯盟討論的
主題為政策發展的方向及建議，今年也新增了「政策與環境」討論群
組，試圖提高聯合國 IGF 之討論內容也能作為政策參考的依據。然而
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也因為考量涉及的利害團體或個人的角色數量
太多，造成議題內容的討論較容易被模糊，也才會有意見希望能更進
一步形成 IGF+的組織，協助其他開發中國家、低度開發也能參與討
論。
在今年度因應聯合國秘書處對強化 IGF 的要求，希望能加強成員
之間的連結，同時也因為配合《數位合作路徑圖》的規劃，成立「科
技特使」的職位，並指派兩位特使，也藉由 NRIs 秘書處規劃「國家
和區域網路治理論壇倡議組織觀察台」
（NRIs Observatory）網站，也
針對這個網站開了一次額外的會議，徵求 NRIs 成員們對於網站的功
能、介面提供意見。這些規劃都是為了讓現行的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
機制不如以往發散，也能更聚焦在能對全球網路治理與網路政策上提
出建議，作為各國在進行網路治理法規或相關的討論依據，並藉由聯
合國直接管理的特使及辦公室來處理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在
網路治理、網路安全、數位經濟發展上的議題需求。
根據 2005 年的 Tunis Agenda61 中的內容，討論出了所謂多方利害
關係人的角色，但在許多會議中也因為背景的不同、國家經濟利害關
係考量的原因，造成會議討論的結果較發散，難有具體，所以紛紛對
於如何讓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更為有效率的討論也愈來愈多，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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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也要求聯合國 IGF 秘書處多參與其他國家、區域的 IGF，從中
發掘全球數位合作的相關議題，並且也期待能讓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
機制更有效率。

(二) 網路安全
在網路安全議題中，本年度不論區域或是全球的議程中都曾討論
是否應該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網路安全規範或網路安全法規，讓所有的
國家都能遵守?這些議題在各國政府間，因為面臨的情況不同而有不
同的需求，然而隨著本年度 UNGGE 和 OEWG 的報告中顯示，更應
該著重於不同單位人員的人們進行對應的資安能力建設、加強國際之
間的合作與交流、協同防護網路犯罪、網路攻擊，更勝於立法強制監
管。
在層出不窮的網路攻擊中，這些事件是否能成為未來全球在合作
防護網路攻擊時的合作規範?或是在近幾年的網路攻擊事件中，政府、
網路服務供應商、中間者、平台商、消費者…等如何加強自己的網路
安全意識，都會持續在全球之間討論著。
全球也希望加強對網路安全的聯合防護，加強每個國家、組織對
於勒索軟體 （Ransomware）的防禦能力、應變能力。卡巴斯基在今
年邀請部份在網路安全領域進行研究的人員，參與其設計的摸擬遊戲，
摸擬聯合國若是遇到勒索軟體威脅時應如何應變；美國白宮也在今年
10 月時進行與歐盟代表及其他 30 個國家代表的高峰會 62 共同商討如
何因應勒索軟體與釣魚郵件。後續的國際多邊或是兩國之間的雙邊合
作，共同預防勒索軟體或相關的網路犯罪行為都會是未來國際間網路
安全議題的重點。
另外自 2020 年起，歐盟、美國、英國等國家安全、預防網路犯
罪為由，立法要求網路服務商、應用程式設計者提供可以監聽的頻道，
讓政府指派相關的人員或成立委員會來監看。加密本身就是對於資訊
安全的保障，破壞加密機制就已破壞了基本的信任機制，不止是在未
來可能有不當的監聽、資料外洩、企業的資訊會因為加密機制被破壞
而導致營運的虧損，更有可能讓網路服務供應商、相關的載具都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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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安全保護的機制，破壞了信任的基礎，以商業發展來說，也增加
了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風險，而在亞太地區雖然有日本、台灣為了保
護著作權而直接從域名註冊商或是 IP 註冊的單位著手調查，但也有
使用者對於政府是否監聽網路感到不安。
在全球都依賴「網路經濟」與「數位轉型」的未來，許多國家也
期待發展著各種「智慧應用」都需要以「網路安全」為基礎，更進一
步的探討供應鏈安全等相關議題，在未來都可以持續關注。

(三) 數位經濟
由於 OECD 與 G7 均討論了全球數位稅的架構，然而對於許多國
家而言，其重點可能會在如何運用網路科技協助其數位轉型，由其在
COVID-19 疫情期間，許多以觀光收入為主的國家都受因為出入境管
制而受到嚴重打擊，更有可能會因為其網路建設基礎不足，而無法藉
由網路進行線上觀光旅遊。
G7 會議除了在會議中有談論關於資料傳輸與合作的架構外，也
與 OECD 討論出關於數位稅的相關架構，對於未來的科技業會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雖然在其架構中並未看到會對台灣跨國企業造成的直
接影響，但會影響國際上的大型跨國科技企業，由於會採行「公平稅
收分配」及「最低稅率」雙軌並行的大原則，會對實際跨國營運的大
型科技企業課稅，並期待能透過此一制度來取代歐盟地區或是其他國
家各自向這些企業課稅的制度，全球的稅制將會改變。
除了疫情之外，全球也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各種自然災害：野
火、水患、颶風、寒害或是極端的酷熱，造成地球上的生物也無法好
好生存，海平面的升高也使許多國家可能將被淹沒，人民也無法安住
在自己的家園中，於是聯合國便開始討論了如何運用「資料」來協助
永續，完成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甚至也會希望能透過 B2B 的產品生
產線的要求，規劃如「產品循環護照」讓擁有這樣認證的產品可以進
入全球市場，也能提升整體生產線廠商選用可以回收材質的成份、製
作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產品，由於是 B2B 的要求，所以不會對消費者
端產生影響，而未來可能也會要求在生產過程中的數據資料可以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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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檢視。資料的運用曾經受到人權團體關注，擔心資料被不當的使用、
被當成商品所銷售或是被操弄；在未來可能要注意的，是公開或開放
檢視製造過程的相關資料，是否會傷害企業秘密、是否會為了追求永
續發展的目標，使得區域間的經濟發展更不均衡，這些議題都還在討
論中。

(四) 科技政策
今年度在亞太地區的科技政策多關注在如何數位轉型並預防網
路攻擊，避免因為網路安全事件影響國內的經濟發展或是造成重大的
損失，希望能強化網際網路的安全，所以也十分注重在國際間合作的
部份；在歐美地區則是陸續因為網路言論自由、期待有均衡的區域發
展。
歐盟所擬定的《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草案中也要求網
路服務中介者、服務商對於「內容」負起責任，這些也間接的讓服務
末端的消費者對於「信任」
、
「隱私」與「安全」的保護將不存在，歐
盟、英國、美國在今年度陸續都以避免網路犯罪、保護兒童與親少年、
預防報復性的情色圖片在網路上流傳、不實消息、有害等內容…等理
由陸續修訂相關的政策。歐盟在《數位市場法》中強調了「法遵」的
重要性，以維持歐盟境內的市場發展，也希望跨國企業與歐盟境內的
企業有法遵的概念。國際間人權團體擔心這些科技政策可能會影響言
論自由及提高政府監控的權限。
在數位貨幣的發展上，全球央行都在密切注意相關的發展，儘管
薩爾瓦多已於 2021 年度將比特幣作為其法定貨幣，但主要原因在於
該國的金融制度與服務能量不足，所以將比特幣作為該國的法定貨幣，
而至本報告完成前，仍面臨許多問題。英國對於央行數位貨幣的態度
較為保守，而歐盟已陸續的在進行相關的實驗。在亞太地區，新加坡
已進入試行的階段，有多種試驗性的應用，並陸續與週邊國家進行相
關的測試，其總理也支持在銀行清算、貿易相關的金融活動裡運用加
密貨幣；中國已發行自己的央行數位貨幣，台灣央行也在研究相關央
行數位貨幣，日本則表示會進行相關的研究，但不會流通。全球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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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國家對於數位央行貨幣的發展都有興趣，86%的國家都在進行相
關的研究，但是否繼續發展或運用在何種交易?是否會直接進入到人
民的生活中，可能都還有待觀察。另外，全球數位創作有不少已透過
NFT 進行交易，讓作品除了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外，也可以進行流通，
使創作者得到回饋，未來是否會影響數位創作品及全球著作權法、智
財相關的法律，都可以再進行觀察。

(五) 人權
由於網際網路已經成為在這兩年 COVID-19 疫情流期間重要的
工具，甚至已經成了救命的工具，印度要求人民自行上網登記疫苗，
但在印度鄉間仍有許多區域的網路並不普及，人民也無法透過網路上
網登記疫苗；歐洲國家因為孩童必須在家學習，但家中沒有網路、上
網設備，以致於有些孩童的受教權益受損。印度、中國和其他亞太地
區國家為了避免不實消息在網路上散布，所以也加強了對社群平台的
管制，甚至因為社群平台不願配合政府管制，而讓人民無法使用社群
平台，到了 2021 年第四季，LinkedIn 也因為無法配合中國政府管制
的因素，而退出中國市場。有些社群平台則是配合政府管制與調查，
會提供用戶資料、禁止用戶發言。
受疫情影響，許多會議都由實體參與改為線上會議，或是混合模
式，對於網路基礎建設完備、網路普及率較高的國家來說，參與線上
會議不會受到阻礙，但對於網路普及率低、費率較高的國家或區域來
說，線上會議降低了他們與會的機會。也因為改為線上會議，全球也
因為時差影響，亞太區的人們無法同步參與在歐美國家舉辦的會議，
儘管可以透過錄影了解會議狀況，藉由 email 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但
在時效性上仍然不足，也可能缺少了當下的互動。
有些國家會設置疫苗護照來進行相關的管制，對於無法取得疫苗
的國家來說，他們也會因為疫苗的普及而受到影響，以 2021 年舉辦
的聯合國 IGF 而言，因為在波蘭舉辦，波蘭政府也因歐盟的規定而限
制可以入境的疫苗種類 63，對於無法施打這些疫苗的與會者來說，他
們覺得自己遭受到歧視，不被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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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網際網路、有意義的上網也是連續在這兩年之間一直被
討論的話題，不穩定的連線、連線品質低落，或是昂貴無法負擔的連
線，都無法進行網路會議、線上教學，也會看到中亞國家以特別的傳
輸方式，來傳送教育課程內容。
許多國家為了避免疫情影響到國內經濟，而嚴格進行國境的管控，
也出現了「疫苗護照」的措施。中國使用了「健康碼」的方式嚴格管
制人民自由移動的人身自由，而歐盟、美國及部份國家會公告需要符
合的疫苗才可以進入該國國境，並可能接受相關的隔離措施。對於經
濟較弱勢、沒有錢搶購疫苗或是只能等待其他國家捐獻疫苗的國家人
民來說，他們覺得自己遭受了歧視。台灣目前雖然不打算進行疫苗護
照，但會配合其他國家使用電子記錄，以利與國際對接，但電子化的
疫苗護照除了在自由行動上受到限制外，人權團體也擔心，若沒有監
督政府使用電子護照制度，可能使人民的移動受到政府監控。在
APrIGF 會議中，東南亞國家的人權團體擔心，疫情的人員移動管制
規定，可能間接減少女性外出及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的機會，讓女性在
網路社群中無法發聲，這些相關的人權議題持續在網路治理論壇間討
論著。

(六) 其他議題
歷年來有許多在各網路治理論壇中不斷被討論的議題，但由於不
在前述的四個領域裡討論，但在 2020 年因為 COVID-19 疫情爆發後，
讓這些議題更突顯出重要性，故也列在此報告中。
1. 鼓勵外交人員、政策制定人員參與國際網路治理論壇
從 2017 年開始參與亞太網路治理論壇（APrIGF 2017），每年討
論的內容都會期待政府代表的人數能增加，能實際將民間社群的聲音
傳達給政府，作為政策參考的依據，所以十分鼓勵各國政策制定、決
策人員都能參與會議。
2020 年及 2021 年，由於 COVID-19 疫情影響全球邊境管制，所
以網路治理相關議題的會議都改到線上舉辦，許多社群人員發現若是
能與政策人員一同討論線上教育政策、網路基礎建設重要性、數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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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重點，甚至政策研究人員、政府部門服務的人員，也可以在其立
場和社群討論各種意見的可行性，讓各領域（sectors） 的人員可以了
解彼此的難處，形成一個溝通平台。
在 APrIGF 2021 閉幕式中，聯合國 IGF 的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
組主席 Anriette Esterhuysen 致詞後回答參與者問題時，提到政策制定
人員參與 IGF 會議是很重要的，而外交人員也會因為網路是無實際國
界，許多跨境網路活動所形成的外交問題也會增加，所以外交人員了
解網路基礎建設、從參與網路治理論壇中了解各國網路治理議題，也
能夠加強自己對各國網路治理發展的了解，更能增加自己在網路治理
領域談判的能力。
2. 青少年在未來的發展愈來愈受重視
從 2017 年開始，全球的網路治理論壇都開始關注青少年在網路
治理的參與及意見，在 2020 年時，聯合國秘書處更是提到需要加強
青少年在網路治理論壇舉辦前的時間就應該要積極參與，或是在各個
最佳實踐論壇（BPF）或動態聯盟（DC）之間提供讓青少年參與的經
驗，並在正式會議舉辦前，開始陸續舉辦青少年網路治理論壇，讓年
輕人在論壇中表達自己對「網路治理」中所關注的領域與議題，中間
並分組由早年參與網路治理論壇的前人帶領或參與討論，進一步在正
式論壇中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 9 月的東南亞的網路治理論壇、太平洋區網路治理論壇裡，不
斷的提及如何讓青少年也能參與網路治理討論，讓他們提早參與、提
供自己的使用經驗與狀況，塑造自己的網路發展，除了有不同的網路
治理議題的教育平台服務外，也有許多不同平台提供網路基礎建設知
識的教學課程，藉由網路課程讓青少年了解網路基礎建設，並激發他
們參與網路政策的討論。

二、 我國參與全球網路治理活動建議
全球的網路治理活動與團體非常多，以地理狀況可以區分為：全
球性、區域性、國家性質的網路治理活動。在這些組織與團體裡，可
以找到適合參與的角度與定位。在 109 年度與 110 年度時，參與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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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社群、線上研討會，主要了解我國在參與時需要具備的能力及可
能面臨的威脅，並建議積極的參與不同的社群、培養自己的能力為主。
除了持續參與 ICANN、APrIGF、APRICOT…等區域的網路治理會議
外，由於疫情的影響，許多網路治理會議都改為線上進行的模式，到
了 2021 年因為全球提高了疫苗施打率，所以也逐漸往混合，即線上
會議加實體舉辦，對於差旅有預算限制的個人或團體，可以藉由線上
會議的參與，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APrIGF 每年都會建議各國可以在自己當地，在 APrIGF 會議進
行的同時，也透過當地的同步會議 （HUB）同步線上參與討論，
APrIGF 2021 更有兩處同步會議點在印度、一處在孟加拉的大學，同
時參與線上討論。
由於各網路治理論壇多改為線上或是朝混合模式的方向進行，而
不論聯合國 IGF、ICANN、APrIGF、APNIC 等會議在平時的討論都
是以線上會議或是郵件群組表達意見居多，聯合國 IGF 的各個工作小
組也是在整個年度中進行線上討論、郵件群組討論，不會因為國籍問
題而阻攔非聯合國成員國的人員參與，而是歡迎對研究議題有興趣的
人一同加入討論，故應該多鼓勵台灣對網路治理議題有興趣的研究人
員、學生，平時可以加入聯合國 IGF 的郵件群組、參與線上會議，並
勇於表達自己對於討論議題的看法、建議，會較具有意義，且更能增
加推動國內對於參與網路治理討論議題的多樣性，並了解整體國際議
題的發展脈絡。
在參與 APrIGF 會議時，若是想增加對議題的討論，平時關注區
域經濟發展、網路安全、數位經濟等相關議題外，也可以加入其討論
郵件群組，主動發起討論郵件，都會有人有意願參與，更有可能進一
步在舉辦會議前，容易形成提案和找到討論的對象。
若未來要參與 ICANN、APRICOT 或是 APNIC 會議，這些會議
則是著重於網路基礎建設，這些會議也非常歡迎政策制定人員、政策
研究的人員加入，但由於偏重網路基礎建設，所以與會人員需要具有
基礎的網路科技技術，了解目前這些網路技術的發展，或是透過參與
網路政策的修訂會議去深入了解網際網路的規範制定方式，也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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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台灣在進行數位發展、數位經濟的規劃與建議時，能確實的自網
路基礎架構出發，再配合產業發展政策，除了自基礎強化網路安全及
穩定性之外，也容易為台灣的產業數位轉型發展建構出較實際的規劃，
這也是這幾年來，各網路治理論壇裡，都會希望政府官員、外交人員
能多參與相關討論的原因。

三、 未來可繼續研究的議題
因應氣候變遷加上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各網路治理論壇都會
談及關於永續發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等議題，同時因為歐盟為減
緩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的傷害，自 2005 年開始便啟動碳排放交易機
制，在 2019 年時公布的《歐洲綠色政綱》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裡，期待到 2030 年時能將碳排放量較 1999 年縮減 55%，並期望在
2050 年時能達到碳中和，甚至也期望在 2030 年能達到零碳煉鋼的目
標。歐盟並於本年度 7 月時提出「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簡稱 CBAM）64 工具，要求進口歐盟之產品
須購買 CBAM 憑證來抵銷產品碳含量。
這些要求衝擊了全球正在進行數位轉型的開發中國家、傳統產業、
傳統製造業，他們會在需要快速發展數位經濟的同時，也要兼顧環境
保護、永續的條件，將會在近幾年裡持續的討論。
由於網路治理相關討論的議題，隨著網路技術的進步與跨國性、
地緣政治的衝突、國家經濟發展的考量、全球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
這些議題已是相互關連，較難單獨以網路安全、數位經濟、人權、新
科技應用來單獨討論；網路安全的議題發展至今已涉及國家安全、網
路使用者的人權；數位經濟的發展也涉及網路基礎建設的完備度、新
科技的發展與資料的管理、運用、傳輸、分享等治理議題，且因全球
文化不同，也會涉及使用網路的權限、取用性，也因為資料管理及運
用的需求，可能也會涉及個人隱私保護等人權議題，在論壇的實際討
論裡也有包容性的討論；而資料的運用與治理也涉及了永續性、開放
性及可互相操作性，是否可以藉由環境資料的分享及運用來協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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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自然環境。
未來建議可以參考聯合國 IGF 與 APrIGF 的討論方式，也較能配
合國際間發展的情況，讓議題的研究方向更多元性，建議透過以下三
大方向進行：包容、信任、永續。依照此三大方向收集相關的資料，
並持續參與網路治理論壇之討論。

(一) 信任相關議題
網路安全、網路犯罪、不實資訊…等議題仍在國際之間討論，同
時也涉及了國家安全的議題，歐盟、英國均以國家安全為由，考慮立
法或是要求網路服務商在網路服務中加設特殊的權限，讓特定人員在
保護國家安全、預防網路犯罪的需求下可以監看特定人員或利用程式
去掃瞄加密通訊頻道中的訊息，此舉除了加深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外，
也可能會有濫用權限的情況出現，而此舉也可能使言論自由遭到限制。
印度政府更為了避免不實資訊造成社會動亂為理由，阻礙網路社群服
務平台正常運作；未來也因為跨國的資料傳輸、資料治理相關議題、
網際網路是否會因為國家安全的需求而有可能破壞網路可互相操作
性原則的可能，這些議題都可以在此方向中持續收集相關資料並進行
研析。
在此議題中將著重於網路安全與政府對於加密通訊的管制、在供
應鏈中的網路安全相關議題，以網路安全、資訊安全及相關的規範、
Norms 和法規或是各利害關係人應該何合作，探討在如何建立網路的
靭性、各利害關係人如何面對日新月異的攻擊、重新建立網際網路中
的對彼此信任相關議題或是新科技的應用等。

(二) 包容性相關議題
在本年度網路治理的討論中，不斷的談到「包容」
（inclusive）的
定義，除了社會文化上的包容外，經濟發展的包容也在聯合國網路治
理論壇中提及，在今年度 APrIGF 的討論中，也討論到包容涵蓋了多
樣性，例如語言的多樣性、性別的多樣性、種族、膚色的多樣性…等，
均包容於其中。
國際間網際網路中使用的語言仍是以英文為主，許多商業機構為
119

了提升網路搜尋引擎的排名，也多使用英文內容，對於其他非英語系
的國家來說，若是英語教育不普及的地區，可能也較不易搜尋網路上
的知識，或是藉由網路上的平台進行教育及提升自己的能力，網路域
名的國際化是否有助於其他非英語系國家在網路上增加自己母語或
通用語言的內容及近三年國際化域名（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簡稱 IDN）在國際間使用的狀況，進行相關的研析。
在新科技的發展上，國際間對於新科技的運用，是否在未來因為
缺乏多樣性的資料而涉及種族、膚色或文化的歧視，是否會因為臉部
辨識或是政府服務、私人企業對於生物辨識的資料收集上有侵害人權
的嫌疑，並在積極發展新科技應用下與維護人權之間取得均衡，這些
在國際上都會持續的討論。
在本年度的討論中，許多國家處於因為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而
出現了網路建設及發展程度不同的情況，所以在討論「包容」的議題
時，不止是以人權為主要討論，而是以新科技的運用、資料的運用是
否能夠讓不同經濟發展的國家更走向均衡的發展或是相互合作，新科
技的應用是否能協助網際網路的內容更普及，不同語言、文化、經濟
發展上能相互的包容。

(三) 永續相關的議題
在永續相關議題上，環境保護及因應氣候變遷的討論方案不斷的
在各種會議中進行討論，聯合國 IGF 也因此在今年度設置了政策與環
境工作群組，並積極在各區域網路論壇間進行討論，也會進一步的討
論如何透過資料治理來協助保護地球的自然資源。在本年度 APrIGF
進行時，也不時有發展中國家提到他們同時要顧及經濟發展，也要顧
及資料保護，同時也會有環境保護的需求，例如太平洋區域中的許多
國家可能也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問題，而太平洋區域的國家本身在網路
普及化也因多為島嶼組成，所以在網路傳輸品質、網路的穩定性上都
有需要再加強的空間，如果許多發展中的國家需要藉由數位經濟來提
升國內的經濟發展，那麼網路的穩定性、有意義的網路連線就會是其
考量的重點。本年度在討論有意義的網路連線時，便談論到如何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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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能以可以負擔的價格來取用網路，或是如何以可以負擔的價格
取得新科技的應用，讓整體區域的經濟均衡發展，如何發展的過程中
符合聯合國的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或是如何運用網路技術達成這些
永續發展目標，都是會繼續在各網路治理論壇討論的議題。
由於許多國家都想發展智慧城市、物聯網技術的應用，2020 年在
聯合國 IGF 中便已成立網路安全及標準動態聯盟，對於網路安全標
準、教育方式進行討論，目前便是希望建立永續且具靱性的網際網路，
這也涉及了整體供應鏈體系的安全，也是持續需要與專家討論、對網
路安全相關標準進行研究的議題，同時也討論到如何應用資料來加速
演算法，或是透過新科技來讓整體供應鏈中的廠商可以促進轉型的腳
步並協助環境保護。
隨著網路使用族群逐漸年輕化，許多人對於數位素養的討論也逐
漸重視，如何協助網路使用族群處理網路霸凌，更有人不斷提到如何
在網路提供一個安全的發言空間、如何教育網路使用族群進行事實查
核…等議題也都是持續的在討論中。
由於各議題的關連度愈來愈高，上述三大方向的綜合討論可以使
研究與討論的內容更具多樣性，也可以藉此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更容
易與國際各網路治理社群產生連結，台灣對網路治理有興趣的人也較
容易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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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線上研討會執行記錄
本年度規劃一場線上研討會，由於近年來，全球網路治理論壇都
希望能讓更多年輕成員加入，本年度也藉著邀請亞洲國家的青年代表，
藉由網路研討會，討論網路治理相關的議題。本年度也召開了一場線
上研討會，並於台灣網路治理論壇中進行一場關於網路安全與身份驗
證機制的專家座談會。

一、 辦理青年族群關注新興科技與數位經濟議題研
討會
本年度所舉辦的線上研討會主題為「Let's talk about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conomy issues for next generation.」
，活動日期為
11 月 12 日下午 4:30 至 6:00。分別邀請：韓國、菲律賓、台灣、越南、
孟加拉等五個常於網路治理社群活動的青年，同時也積極鼓勵或帶領
學生參與 APrIGF 活動的參與者，一同參與對談，藉由線上討論了解
這些位於亞太地區國家的網路使用狀況、年輕人常使用的網路社群工
具、支付工具，及對網路上的言論自由、個人隱私的保護的意識，並
進一步去了解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如何推廣網路治理及多方利害關係
人機制。
越南的講者 Trang Ngo Minh 提到越南政府因為 COVID-19 的關
係，鼓勵人民使用電子支付或信用卡，減少使用現金，避免因為接觸
而增加染疫的風險，在使用習慣上，人民還是較信任現金，希望能以
現金交易為主，但因為疫情的關係，也許日後會漸漸的改為行動支付，
而越南的社群網站，如同菲律賓，會使用 YouTube、Facebook，在通
訊軟體上則習慣使用 Zalo，而越南政府也鼓勵人民使用這個通訊軟體，
但 Zalo 並不是點對點加密的軟體，所以使用者也會擔心關於資料與
隱私的保護，在年輕的網路使用族群裡，他們喜歡使用 Instagram 和
TikTok，有趣的是越南的中年世代則較沒有使用此兩項軟體的習慣。
南韓的講者 Jaewon Son 則是提到南韓的年輕人習慣使用手機裡的應
用程式，但由於零用錢的主要來源是父母，所以還是以現金交易為主，
但也有些 20 多歲的年輕人會使用 KaKao Pay，付款方式就像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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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liPay 一樣。台灣的講者陳曼茹則是提到台灣的使用者多使用
LINE Pay，這個應用程式並不是台灣的軟體，台灣的社群平台使用族
群上，大致可以看出來年輕人較常使用 Instagram 或 TikTok，也有不
少人使用中國的小紅書，學生族群的社群平台則是以 Dcard 為主。陳
曼茹除了自己的觀察外，也在討論中附上 TWNIC 出版的《2020 台灣
網路報告》連結，供與會者參考。孟加拉的使用者 Farha Diba 則是提
到在孟加拉會使用網路銀行和行動支付，但在孟加拉也有不少網路安
全上的議題，而孟加拉的使用者仍缺少相關的網路安全認知，所以常
會在一些釣魚或是具傷害性的網站中損失不少費用。孟加拉較常被使
用的一些應用程式如：Pathao、shohoz 和 HungryNaki，這三個應用程
式都是與餐點的運送為主。Farha Diba 也提到了，在 COVID-19 後，
政府要求他們在手機上安裝疫苗護照的軟體。孟加拉有資料保護法和
相關的法規，網路安全在孟加拉是很重要的議題，在電子商務上，他
們有 e-CAB，是主要電子商務相關協會，在法規上，除了個人資料保
護法外，也有數位安全法、電信法案、消費者保護法、著作權法、科
技法案等，但人民也會擔心這些法規是否影響到他們的言論自由。菲
律賓的講者 Aris Ignacia 提到該國的年輕使用者也十分喜歡使用社群
媒體，分享他們的生活、照片、心得與意見，而且非常的有熱情。
越南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有許多不實資訊在國內傳播，人民
甚至也相信了，而政府很努力的在協助澄清事實，但不實資訊仍然在
網路上流傳著，另一個議題則是隱私保護，有 94%的公司有資料外洩
的困擾，而 97%的年輕網路使用族群也有個人資料外流的經驗。在講
者的觀察中，由於大部份的使用者並沒有保護資料的意識，也不知道
自己的權利，所以目前這還是越南在網路治理中的一個議題。對於非
律賓來說，由於網路建設的不足，所以在疫情中，這些學生可能都無
法在家透過手機上課甚至因為家中的設備不足，需要集中到一處一起
上課，對於菲律賓的許多地方來說，重點仍會放在基礎網路建設上。
南韓則是提到國內雖然也有對於隱私與資料保護的意識逐漸提升，但
人民還是著重於如何去查證不實資訊。孟加拉也有相關的網路治理論
壇作為溝通的平台，但主要的問題在於一般人民不太理解網路安全或
123

是隱私保護議題是與網路治理有關，人民可能會擔心，但不知道如何
去找到關聯的團體、平台去連結與溝通。
接著請講者們分享平時如何推廣「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或模型。
孟加拉的講者也提到了近幾年來，她會在許多演講中對年輕人提到多
方利害關係人機制，讓更多的年輕人、倡儀者可以相關的討論，然而
她還是在不同的社群進行推廣；南韓的講者則是使用了今年的 KR
IGF 為為例，在實際的論壇中推廣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

圖 11 參與 11 月 12 日線上研討會多方利害關係人角色參與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次線上研討會透過不同社群平台、TWNIC 部落格、台灣經濟
研究院網站進行刊登，也邀請各講者透過自己社群平台邀請使用者參
與，藉由此次使用的 Zoom 線上研討會統計記錄得知，此次共有 29 位
報名者，當天進入會議室約有 22 人，同時在線上的最高人數為 10 人，
而參與者除了台灣最多，有 12 人外，其次是菲律賓有 9 人，其他如
新加坡、越南、韓國、泰國等東南亞國家，自 Zoom 提供的統字數據
來看，參與的國家人數為 1 人。自參與者提供的單位名稱對其所屬的
所屬身份進行比例的分析，多數來自於私部門（包含個人）
，近 50%，
但也有少數參與者不願表達其身份。
在會議結束後，藉由該平台所提供的匿名意見調查功能進行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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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上調查，僅 6 人回覆：
「對於此次的線上會議內容滿意度」
，不滿
意為 1 分，滿意為 5 分，有 5 人填寫 5 分，1 人填寫 4 分。另一題為
「若明年還有相關的研討會，是否願意參與?」填寫問卷的 6 人中，
有 5 人表示願意，1 人則保持中立。由於本次參與者僅 22 人，加上問
卷是在線上會議結束時才出現，所以會注意到的機率較低，但 Zoom
研討會平台的確提供較方便的事務協助方案。

圖 12 11 月 12 日辦理線上研討會畫面
資料來源：擷取自會議畫面

二、 辦理網路安全標準與身份驗證專家座談會
本年度因參與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的「網路標準及安全動態聯
盟」，並剛好在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活動結束後的隔天，即 12 月 11
日下午 3:15 至 4:45，藉由台灣網路治理論壇的平台，進行 90 分鐘的
交流，本次邀請「網路標準及安全動態聯盟」的兩位發起人 Wout de
Natris 和 Mark Carvell 及神盾股份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同時也是
FIDO 聯盟台灣分會主席張心玲小姐一同討論關於網路安全標準與身
份驗證的相關議題。
動態聯盟在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是屬於完全由下而上，且開放參
與及討論，完全不對外收費，只要對議題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加入工作
群組討論或藉由訂閱郵件群組來取得相關的資訊。「網路標準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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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聯盟」在 2020 年底成立，在 2021 成分出 3 個工作群組分別是教
育、採購、基於安全的設計，並在今年的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會議中，
成功引起與多人對於工程師的教育、如何透過教育讓更多女性參與網
路安全標準的政策制訂的過程，也向參與會議的人展示了新的 Logo
和縮寫名稱。張副總經理則是介紹 FIDO 的政策白皮書制訂流程、
FIDO 內的不同工作小組，及 FIDO 的理念。
除了介紹「網路標準及安全動態聯盟」在 2021 年的工作成果及
FIDO 之外，也討論到政府在進行採購、選擇接受社群為基礎的標準
時可能會有什麼考量、需要擔心的部份，對於推動由商業公司組成的
聯盟來制訂的安全標準，會有什麼樣的困難。也互相交流了當一般消
費者在採購連網的設備時，並不是真的能理解如何加強自己的安全性，
所以在今年的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中談到了標籤上的重要性，畢竟消
費者比較不會習慣查閱整本使用說明手冊，但也許可以透過標籤的方
式來增加他們在安全性上的操作。在談論制訂標準的流程時，Wout 也
提到，由於各國或是各組織可能會建立自己的檢驗標準，如果是連網
設備的話，也可能會造成網路設備規格的不同，造成國家與國家或是
不同區域組織之間的標準無法對接，而在他與 ISO 組織的對話裡也了
解到，當 ISO 的標準釋出後，並不會年年更新，而在網路犯罪手法、
攻擊手法日益更新的情況下，這些安全標準如果沒有更新，反而是過
時的，造成整個供應鏈的漏洞，這點在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的工作坊
中，也有提到供應鏈管理的重要性。也談論一般人想要參與技術相關
的討論或是會議是不太容易的，例如 IETF 的會議在以往收費並不是
一般人可以負擔的起，有些網路安全標準的政策、網路 IP 位址的政
策修訂會議，也許是免費，但內容也不是那麼容易理解，所以也回到
教育的範疇，如何讓每個人都能理解會議的內容及準確的表達意見。
整個場次進行 90 分鐘，DC-IS3C 也歡迎亞太地區、台灣的參與
者參與討論、一起工作，目前雖然分為 3 個工作小組，但詳細的工作
項目仍然需要再進一步的相關討論、分類，所以他們也期待對此議題
有興趣的台灣人加入工作群組。線上會議至討會結束前，約有 30 位
參與者在會議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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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一致都認同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是很重要的，然而聯
合國近幾個月較支持進行多邊代表對話，這也會造成像是技術社群的
工程師、倡議人權的公民團體都無法參與對話，也會形成意見偏頗。
接下來是聯合國 OEWG 的工作會議，這是一個開放的工作小組，採
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多數網路治理論壇的參與者都會參與線上會議，
了解最新的狀況。

圖 13 12 月 11 日於 TWIGF 最後一個場次進行公開討論
資料來源：擷取自會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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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附錄－平時與會議記錄
一、 APrIGF MSG 成員會議
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1.01.06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重點摘要：
1. 因為今年加強對 MSG 成員內部的治理，所以檢視 MSG 成員
行為規範手冊，包括各小組的運作流程、組成人數。在用字上，
各組的組長改為「召集人（Convenor）
」和「共同召集人（CoConvenor）」
2. 今年會議的主題、子題召集的格式仍維持以往藉由線上問卷進
行，並且可以選擇性的具名，而問卷也會對外公開召集討論的
議題內容。
3. 尼泊爾主辦方討論到目前正在修改會議網站的功能及會場資
訊，原則上若是疫苗施打的狀況良好、疫情減緩，那麼在會議
舉行的第三季時仍維持現場舉辦。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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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1.01.12

會議類別：Fellowship Program

會議時間：05:00~06:00 UTC

重點摘要：
1. 本年度 Fellowship Program 獎助金研究員計畫裡，由 Aris
Ignacio 和 YingChu Chen 被推舉為共同召集人。
2. 由於提供給獎助金研究員的資金有限，所以有人認為，如果大
家都是為了旅行的補助而來，其實也不太需要提供所謂的獎助
金研究員課程。而 APNIC 為提供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在過
往審核資格的過程裡，有些人因為長官不認同而無法取得資金
參與、認為提供獎助金有助於讓更多技術人員參與，所以還是
保留了獎助金的項目。
3. APNIC 提供 2020 年 APNIC 的經驗，由於當時已決定改為線
上會議，所以也取消了獎助金研究員課程。另外在 APIGA 的
經驗裡，則是想辦法集中大家一起辦理。
4. 由於成員中兩位較資深的 MSG 想重新定義「多樣化」
，便討論
關於「多樣化」的定義。由於多年前的獎助金研究員委員會已
參考自各方網站定義了「多樣化」
，而不是針對特定族群，經由
召集人 Aris Ignacio 的提醒，成員同意參考以往的建議，同時也
建議參考其他文件。
5. 在幾年的經驗裡，獎助金研究員大多是因為旅行補助而來，那
若是改為線上或是混合模式，也許就不需要提供獎助金這個項
目，但可以把這個項目挪用一點來激勵 MSG 成員們來擔任獎
助金研究課程的講師。
6. 有成員認為 2020 和 2021 的模式屬於突發狀況，所以仍希望以
過往的模式進行討論。但考量到未來的會議型式可能會改為線
上、實體混合進行的模式，若無法至現場參與，可以請他們改
為線上，而不是一定要至現場參與，同時也能讓整個獎助金研
究員計畫更能專注在課程內容。
7. 單就 2021 而言，大家還是希望能辦理實體會議，但在這個時期
可能會有混合的選項，所以可能會在 MSG 會議中由全體 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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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1.01.12

會議類別：Fellowship Program

會議時間：05:00~06:00 UTC

成員決定會議模式後再討論奬助金研究課程的型式、內容、補
助與回饋方式。
8. 最後決定由召集人 Aris Ignacio 在下次的 MSG 會議中報告整
個 Fellowship Program 的進度。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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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1.02.03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12:00~12:50

重點摘要：
1. 前兩週已請所有 MSG 成員加入自願參與的委員會，協助 2021 年
APrIGF 會議，主要的委員會包括 Program Committee、Fellowship
Committee、Events Committee 和 Stakeholder Committee。至今日會議
時幾乎皆已額滿，但自參與的關係人角色可發現缺少政府代表或媒
體參與，但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有公務部門的背景但沒有揭露。在
Fellowship Committee 中，可能也需要 Fellowship program review team
的加入，也有人在會議中提到需要更多元化的族群參與。
2. 討論到 Events Committee 時，秘書處表示目前的推廣管道還是依賴社
群媒體，希望大家能多轉發社群媒體上的訊息。
3. 討論到先前公開召求議題建議，秘書處與 MSG 成員分享使用者透過
網路問卷議題，有人提到中國的 MSG 表示因為受到防火牆的阻擋而
無法閱讀秘書處分享的文件，秘書處表示會再將意見匯出寄給中國
成員，席間也有其他國家 MSG 成員強調需要中國持續參與。
4. 主席則請秘書處在問卷上調查填寫者如何知道訊息的來源，以讓訊
息的推廣更有效率。
5. 主辦國尼泊爾代表請各位 MSG 成員提問，讓他們在下次的會議中可
以回答。聯合國 IGF 的 MAG 報告 1 月 26 日聯合國 NRIs 會議中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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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1.02.07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12:00~13:02

重點摘要：
1. 此次會議是農曆新年後第一次會議，此次會議重點在於（1）
尼泊爾主辦方需要回覆各 MSG 成員的提問，及（2）參與的
MSG 要討論是否贊成繼續舉辦實體會議或是全線上會議。
2. 在農曆年前已停止對本年度會議議題的收件，今年有 38 人提
供議題意見，約有 94 筆建議，秘書處會再與議程委員會討
論、整理後告知大家。
3. 由於在本月初才決定各委員會的成員，目前還沒有選出各委
員會的召集人，所以各委員會的工作時程也還未出來。
4. 尼泊爾主辦方已設置了當地的秘書處，此次會議回答了大部
份關於預防 COVID-19 疫情的行動重點：
(1) 目前尼泊爾已完成第一階段的疫苗接種，正在準備第二
階段中。
(2) 如果是來自於新型變種病毒的國家或轉機經過，需要自
費篩選，並在尼泊爾當地的防疫旅館隔離 5 天；若是有
提供 PCR 陰性檢測報告，也要隔離 5 天。
(3) 沒有提供 5 天內檢測報告的旅客，則需要在當地旅館自
費隔離 10 天。
(4) 現場也會隨時消毒。
5. 對於無能力負擔疫苗的太平洋島國或是該國尚未安排任何疫
苗接種行程的國家 MSG 成員，皆提議改為混合型或完全線上
的會議，但尼泊爾主辦單位還是希望能實體辦理。
6. 主席 Raj 詢問大家若本年度 9 月舉辦實體會議，大家是否願意
參與?多數 MSG 成員不願冒此風險，有成員表示，會議期間為
4 天，自費隔離就要 10 天，對自費參與的參與者來說，會是一
筆昂貴的支出，雖然有少數如孟加拉、俄羅斯的 MSG 成員表
示若疫情穩定，但大多數皆不願冒險，且於 MSG 成員中，有
一些屬於較年長的、65 歲以上的參與者，屬於容易被傳染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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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1.02.07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12:00~13:02

死率高的高風險族群。
7. 對於主辦國來說，由於當初的提案企劃裡並沒有提到要舉辦視
訊會議，所以視訊會議、混合型的會議對他們具有一些挑戰。
8. Raj 進一步詢問大家如何定義「混合型會議」?畢竟尼泊爾當地
可能在 9 月時也無法舉辧，又如何讓尼泊爾進行混合型式的會
議?也有 MSG 成員表示，主辦方可以在尼泊爾，但全亞洲國家
都可以實體舉辦並連線參與。主席雖表示贊同，但對有些國家
來說可能有網路連線的問題、各種技術問題等。
9. APNIC 和 ICANN 的成員皆表示今年的會議仍維持線上舉
辦，目前還沒有聽到任何可能實體舉辦會議的可能。
10. 由於並不是所有的 MSG 成員都會參與每次的會議，此次會議
也不是全員參與，所以最後結論：
(1) 秘書處提供兩個選項 a.完全線上會議，如 2020 年一樣；
b.混合型會議，對所有 MSG 成員線上投票。
(2) 若是最終投票結果為混合型會議，則再進一步討論當地主
辦國如何進行線上和實體結合的會議。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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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1.03.31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12:00~13:02 （Taipei
Time）

重點摘要：
1. 籌組 Events Committee 並討論相關組成人員
2. 由於尼泊爾當地參與者著重於參與，較少發起討論，所以有
點擔心之後的現場舉辦情形，也會由秘書處著手準備進行技
術操作上的教育訓練。
3. Events Committee 將著手準備尼泊爾當地的指導手冊、操作手
冊及簡介，目前已有草稿，會再陸續討論。
4. Program Committee 將和 Events Committee 一起討論本年度
APrIGF 的活動細節，例如當天哪些會場會提供翻譯。
5. 在提案上，MSG 成員不建議使用 Jotform，雖然這是歷年來
使用的平台介面，但中國使用者可能無法閱覽，但因為時程
關係，本年度還是使用 Jotform 來做提案的表單介面，明年會
改用其他的。
6. 針對龐大的 MSG 成員，本年度也陸續在撰寫更進一步的治理
手冊，但有成員表示已流於形式、文字化，無法實際操作，
將可能進一步再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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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1.05.26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12:00~13:05

重點摘要：
1. 今日會議主席為 Anju Mangal。由於亞太地區 COVID-19 疫情
愈來愈嚴重，例如印度、台灣有愈來愈多人染疫，在太平洋島
國仍有許多國家沒有辦法注射疫苗，在會議開始前 Anju 也讓
大家聊一下，抒發一下心情。有些在南半球國家的長者，則於
最近施打了疫苗，也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反應。大家也聊到了關
於科技在 COVID-19 疫苗的分配、對人權的影響。
2. 在正式會議中，秘書處表示目前還沒有收到任何的提案，但其
他單位，如聯合國 IGF 將在今日（5 月 26 日）截止提案。也
許是因為疫情的影響，也有可能是排擠效應，MSG 成員建議
可以再延後幾週，畢竟大家都受到疫情影響，且更希望有新的
投案者提案，而不是像以往都是熟面孔提案。
3. 在研究生（Fellowship）的招收上，目前已有 35 位透過線上申
請，將申請案送出，之前曾發生未將「台灣」列入的事件，經
台灣的申請者抗議後已加上去。預期應至少有 40 位申請人，
MSG 成員也建議將申請期限延長。
4. 秘書處同時提到最近將關於師徒制（Mentorship）的計畫，由
於去年是以線上為主，所以有許多研究生們感覺不到參與感，
對於去年的評價並不高。接下來則是審核研究生申請案的期
間，也會同時徵求 MSG 成員擔任 Mentor，並期望能給今年的
研究生們更多的參與感。
5. 2022 年的主辦單位規格書已由幾位 MSG 成員檢視過，將會在
5 月底完成初版，並會開放讓所有的 MSG 成員檢視，預計在
6 月初進行公告徵求主辦單位。
6. 人權組織 APC 的 Gayatri Khandhadai 在今年特別針對參與
APrIGF 的利害關係人組成成員進行研究，並在此次會議中進
行報告，這次的成員分析裡有特別注意到，南亞和東南亞的參
與者是最多的，而中亞的參與者是 0，這引起了所有的 MSG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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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注意，並希望接下來可以有更多中亞地區的成員加入；在
議程委員會（PC）成員中的女性少於男性，關於中亞地區的參
與者及性別平等的地方，會再繼續加強，也因為這份報告的原
因，讓大家了解到目前 APrIGF MSG 成員的分布情況。
7. 最後則是因為有部份 MSG 成員長期缺席，主席決定要加強對
MSG 成員參與度的提醒。秘書處統計出各成員參與 MSG 會議
的次數，雖然有 MSG 代表不希望公開姓名，但基於成員之間
的透明度，希望大家了解為什麼部份成員將會被放入保留觀察
名單，而做這樣的統計，讓大家了解彼此之間的參與狀況，可
以互相提醒。最後，根據 MSG 成員的義務規定，被放入保留
觀察名單的成員是無法在主席或任何選舉時參與投票的。
8. 最後大家開鏡頭合照，作為這次會議的紀念，並放在社群網站
中宣傳。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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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在確認上次的會議記錄後便開始今日的議程。議程委員會（PC）
除了列出今年 Day 0 的安排外，也表示會邀請 Vinton G. Cerf
來開場致詞，同時為了確保地域及性別的均衡，也有列舉幾位
女性及大洋洲國家的講者來分享，並列出了其他備案。
2. 秘書處表示將公告入選的獎助金研究員名單，但該名單的入選
人員未呈現國家及區域均衡的狀況，在入選的 26 位成員裡，有
4 位來自印度，4 位來自尼泊爾，而中亞地區或東亞地區的成員
極少，超過 50%以上的研究員來自南亞地區國家，而東亞的韓
國、日本、台灣、香港為 0，僅中國 1 人入選。秘書處表示今
年有 80 位申請者，較去年更少，委員會也表示有些申請者在填
寫表格時並未用心填寫。也有 MSG 成員表示，希望能注重成
員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主要是能夠順利溝通，避免交流時不
夠順暢。但這也違反了所謂的「包容性」及「多樣化」的原則。
未來可能還會再針對獎助金研究員的名額條件進行相關的調
整，但今年的狀況應該就是目前的 26 位研究員入選並會公布
相關名單。
3. MSG 會員資格進行討論：由於長久以來有些會員參與 APrIGF
並表示要擔任 MSG，但沒有提供任何協助或貢獻，讓長期付出
的成員感到不公平，故表示對不積極參與者要列入觀察名單，
並設立基本的評估標準，例如未參與任何委員會，或是在委員
會中沒有任何貢獻，可能會再由各委員會的召集人列出評估標
準。
4. IGF SA 表示區域的 NRIs 可以向 IGF SA 申請贊助金，有 MSG
表示是否可以申請贊助金並使用在轉播的文字、字幕翻譯上，
可以解決長久以來的語言、文字包容性的問題；IGF SA 秘書處
表示並沒有限定資金的用途，所以可以試著申請看看。
5. 秘書處表示目前已收到 46 個提案，但僅收到來自尼泊爾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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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個提案，而有 5 處表示想要申請為 Hub，但其中 2 處沒有
更進一步的回應。
6. 目前尼泊爾主辦單位表示因為疫情的因素，還處於封鎖的狀
態，所以會在會議舉辦前一個半月更新進度。
7. 由於會議將在 9 月份開始，所以之後的 MSG 會議會由一個月
一次改為兩個星期一次會議，下次會議可能會在 7 月 7 日或 9
日。
8. IGF 2023 將在日本舉辦，之後可能會安排簡報邀請大家參與。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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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今日會議在確認上次的會議記錄後便開始今日的議程。
2. 秘書處在本週已請大家提供開幕及閉幕會議時的講者，由於尼泊
爾主辦單位提供的講者有更換，所以開幕還缺少一位政府代表的
講者，可能會由 Anju 提供中亞或大洋洲的講者；而閉幕會議時
原本安排了一位中國的講者，秘書處希望仍由東亞的參與者為講
者，所以再請 MSG 成員提供建議的講者，並提醒開幕與閉幕會
議的講者都需要高層級的代表，所以在 MSG 提供名單後，會再
讓利害關係人參與委員會（Stakeholder Engagement Committee，
簡稱 SEC）與議程委員會（Program Committee，簡稱 PC）進一
步討論。
3. SEC 委員會談到了除了分析參與者的報告外，提到希望成員是
來自於 ISOC 的成員，主席 Rajnesh Singh 提到並不是每個國家
都有 ISOC Chapter；另外也希望 MSG 成員可以協助推廣 APrIGF，
像是在社群平台上可以協助推廣，MSG 成員可以拍攝一些影片
來協助宣傳，獎助金研究生也應該要配合協助宣傳。秘書處表示
可以協助拍攝影片，在準備好相關的設備和程序後，有意願被拍
攝的 MSG 成員可以主動與秘書處接洽。
4. 獎助金研究員委員會已選出今年度的獎助金研究員，未來可能會
進一步討論是否針對每個經濟體有保障名額等議題，但會留至下
屆的研究員委員會討論。近期則是在討論帶領研究生員人員的資
格及分組，會再與 SEC 委員會積極互動。
5. 議程委員會在 Day 0 的部份會如同在郵件群組中討論的，會請講
者們不要使用投影片，而多以討論為主，並讓研究人員們多互動
及討論。
6. 主辦方表示可能在 7 月底會進行會議相關的進度更新。
7. MSG 的參與原則及評估是依據每個 MSG 成員在郵件群組中的
意見而成的，由於今年度即將進行 APrIGF 的主席選舉，所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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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列出誰具有投票資格，這些將會由秘書處本週進行檢視後，大
概會在 7 月 9 日（五）時寄給所有 MSG。另外秘書處也提醒如
果有人想參與選舉委員會，也可以和秘書處聯絡。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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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今日會議在確認上次的會議記錄後便開始今日的議程。主席確認
了今年除了尼泊爾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 Hubs?秘書處表示今年
有 5、6 個單位提出申請，但間接也希望 APrIGF 能提供資金協
助，所以秘書處將再審視這些申請的案件，下次會議會提供確定
的 Hub 數目。
2. 已在本週公布了今年的獎助金研究員名單。
3. 今年度將進行 APrIGF 主席和一位副主席的選舉，目前已有亞太
地區的三個區域（東亞、東南亞、大洋洲）的 MSG 成員加入。
4. 今年的開場會以「永續」為主軸，也將持續的邀請專家與談人進
行線上開幕式的與談。
5. 有成員提到在疫情中，醫療人員的付出是重要的，所以能否找到
第一線的人員來開幕或閉幕式參與對談?會議中多數的人都贊同
這個提案，但主席也談到，同時要具有醫學知識、又是第一線工
作人員的醫生，也不是太清楚「網路治理」的議題，而當初在主
講人的選擇條件中，也提到希望（曾）是政府官員等級，要兼具
這樣的條件的人選並不容易，APC 也不斷的提到台灣的成功案
例，在會後也提供了相關的名單，但依照當初的條件，議程委員
會可能會找尋主辦國、南亞國家或大洋洲國家有參與聯合國事務
的外交人員可能會較符合當初對與談人的要求。
6. 獎助金委員會成員們也在本週安排了入選的研究人員與他們的
導師在線上見面，將會在 8 月中開始至 10 月，除了議題研究外，
也會協助進行網路社群媒體的相關活動。
7. 利害關係人參與委員會今日簡單表示需要更多中亞成員參與，所
以可以考慮是否在開幕或閉幕式考慮中亞的成員。
8. 主辦方的簡單報告，目前還在邀請開幕式和閉幕式的官員。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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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週尼泊爾還處於封鎖的狀態，所以這幾週才有進一步的行
動。
9. 每年的 Synthesis Document 都是 APrIGF 的重要產出文件，今年
該委員會也召集了編寫委員，希望 MSG 成員們能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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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本次為 Synthesis Document 編輯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但因為一
個小時之後為 MSG 會議，所以有些人無法參與或是忘記今天的
會議，本日會議開始時只有 5 人，有許多都曾經參與過 Synthesis
Document 編輯委員會，所以會議主持人 Jennifer 快速的簡介
Synthesis Document 的重要性及這次的編輯流程。以往會要求研
究員們一同加入文件的編輯，今日的會議有一位研究員加入，之
後也會再請研究員委員會的小組。
2. 由於每年 APrIGF 秘書處都會將這份文件提供給聯合國 IGF 秘書
處，整併亞太地區網路治理論壇的發展情況，所以這份文件可以
算是與聯合國 IGF 連結的一部份，也可以讓聯合國 IGF 能了解
在其 IGF 舉辦之前的其他國家狀況與議題。
3. 主持人分享今年的編輯時程，至第一次公開文件草稿編輯為 9 月
中，還有蠻長的一段時間。今日討論的內容主要與是否維持現有
的內容或是依照今年會議的主題重新編輯?由於今年的議題多有
重複的重點，故去年擬定主要架構的編輯委員們希望維持原有架
構，再加上今年討論的內容即可，但尚未定案。
4. 本日本來要選出 Co-Chair，但因為討論的時間不足，所以可能下
次會議時會再進行選舉，由 Jennifer 分享工作的資料夾、文件編
輯權限給編輯委員會的成員，並調查下次的會議時間。
會議參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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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今日由秘書處 Christine Or 主持會議。
2. 在確認上次的會議記錄，本次的會議還測試了計時器和自動字幕
程式，這些都能為 APrIGF 的會議舉辦節省不少成本。
3. 之後將會寄出開幕式和閉幕式的邀請函，其他的活動將會由秘書
處發處，再請各位 MSG 在社群平台上發布消息。
4. 尼泊爾主辦單位並沒有進一步的更新。
5. 議程委員會安排了初版的議程時間表，將會持續討論。
6. 補助金研究員委員會則表示目前進行的很順暢，沒有其他問題。
7. 選舉委員會：本週是 Chair 和 Co-Chair 最後一週的提名。
8. Drafting Committee 本週第一次開會，未選出 Co-Chair，但還在持
續討論今年的架構與主題。
9. 有人提到了最近塔利班政權進入阿富汗的事件，目前得知有 2 位
研究員來自於阿富汗，目前狀況還算平安，但後續需要持續關注
並給予協助。也有與會者表示是否需要發表對該事件的聲明，會
議主持人建議可以至郵件討論群組討論。
10. 今年有 3 個 Local Hubs，2 個在印度，1 個在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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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重點摘要：
1. 開幕式和閉幕式的講者已確定，將會陸續寄送邀請函。
2. 本年度的主席和副主席選舉將在本週五（9/3）截止，秘書處提醒
有投票權的 MSG 成員盡快完成投票。
3. 據秘書處表示目前有超過 300 人報名，然而來信說要連結的 Hubs
雖然不需要額外提供補助，但大會本身無法掌控報名人數，儘管
已提供相關的操作手冊，但也不知道會如何進行。主席表示因為
各國疫情還是很嚴重，雖然只是連結進入 APrIGF 線上會議室，
還是需要這些 Hubs 發表聲明，並遵守當地防疫法令規範。這次
的 Hubs 多舉辦於學校，詳細情況如下列資訊:
(1) Venue: DAV College Amritsar, Punjab, India/City: Amritsar,
Punjab, India
(2) Venue:

Mawalana

Bhashan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Santosh/ City: Santosh, Tangail - 1902, Bangladesh
(3) Venue: FTCCI - Federation of Telangana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City: Hyderabad, India
4. 在報名活動中，有提案者來信詢問是否可以至當地參與開幕式或
閉幕式?由於尼泊爾的防疫法令規定活動需要在 25 人以內，且年
度活動的開閉幕式都是採線上會議，所以需要在符合主辦單位當
地的法令規定，雖然議程委員會認為歡迎大家加入，但實際上還
是要考量防疫的需求，並需要提醒參與者實體參與的風險。
5. 獎助金研究員委員會表示今年研究員們的參與程度較去年度高，
品質也更好，除了常與指導人員開會互動之外，也根據議題的不
同而各自組成了夥伴團隊，互動程度也很好，也有一些研究人員
參與了意見書編寫委員會。主席表示由於去年的研究員是期待可
以去現場與會的，但最後變成網路與會，自然還是會有差異的。
6. 意見書編寫委員會依然需要成員加入，將會徵求該委員會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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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7. 將會補助一些需要提升連線品質的 MSG 成員或是研究員，讓他
們有較好的連線品質可以參與會議。
會議參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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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本次會議主要以下個星期的大會為主，尤其是今年有 3 個遠距
的 Hubs，也希望 Hubs 能協助推廣 APrIGF 活動。
2. 在主辦國 Nepal 當地已大致設置好相關的設施，包括開幕與閉
幕的演講活動，本週末可能會進行一次測試，秘書處提醒由於
技術團隊在加拿大，避免時差因素，儘量提早溝通好測試的時
間。Nepal 的 Babu Ram Aryal 將會在開場時介紹主席、開場、
結束時演講的講者。
3. 在研究員委員會裡，今年參與的研究員與講師們的互動良好，
也各自組成了小團隊，有積極的互動，相信今年的成果會很有
趣。
4. 秘書處簡單的介紹了今年的議程，在 IGF 秘書處及 DC 都有參
與今年度的 APrIGF。
5. 主席與秘書處也提醒今年也需要成立評估委員會及問卷。
6. 每天早上正式議程開始的前半小時，所有 MSG 成員們都需要至
簽到會議室進行簽到及討論。
會議照片：

156

二、 IGF NRI、DC、BPF 等相關會議記錄
組織名稱：UNIGF

會議日期：2021.01.26~27

會議類別：NRIs Meeting

會議時間：23:00~00:30 （Taipei
Time）

重點摘要：
1. 這是 2021 年第一次召開的 NRIs 會議，由聯合國 IGF 秘書處報
告接下來在 2 月的工作計畫與第一次 MAG 會議。
2. 關於今年度會議型式的問題，由於去年長達兩個星期，秘書處
表示希望今年可是實體召開會議，便會將議程縮短為原本的型
式，即 4 天正式會議和 1 天的 0 Day。
3. 由於 2020 年受疫情影響，NRIs 有 6 個議程主題，今年還未確
定是否會保留所有的 6 個主題，同時也還未確定是線上、實體、
混合會議，秘書處希望會是實體的會議，然而會中的 MAG 成
員提到有些國家的疫情管控政策可能還是無法正常至國外與
會，所以希望是混合會議。
4. 今年會成立 NRIs Observatory，主要是各國網路治理論壇會議
或網路治理的公告站，取代以往都透過 email 聯繫的方式。有
人也提到了 DiploFoundation 本身就在做這件事情，另也有
Internet School 在協助各國的網路治理論壇推廣相關資訊，目
前秘書處尚在收集意見及規劃中，會注意提供多國語言及文
字，目前已在規劃中但還不適合公開。
5. 今年的 MAG 公開會議還是會以線上或混合的方式舉辦。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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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UNIGF

會議日期：2021.05.31~06.01

會議類別：NRIs Meeting

會議時間：23:00~00:30

重點摘要：
1. 本次為第 4 次會議，與會者最多時達 50 人。
2. 會議開始先討論 IGFSA 在今年提供了與會的資金協助，藉由
聯合國 IGF 秘書處協助認定申請者的資格外，也將申請者的
級別分為 NRIs、Regional、Sub regional 三個不同等級的資金協
助。然而目前還在規劃中，並邀請聯合國成員參與至委員會中，
除了與聯合國有密切的互動外，也希望能協助 NRI 的成員們
實際與會，而今年會優先提供南半球及發展中國家的成員協
助。進一步的資訊將會在 6 月時的 NRI 會議時公布。
3. 本年度的聯合國 IGF 會議議程主題與以往的方式不同，而 NRIs
通常會有獨立的議程，除了需要規劃 Main session 外，還有 6
個議程需要配合 IGF 議程組織。所以秘書處將會組織各 NRI
來籌備這 6 個議程。
4. 在 NRIs 徵求投案的 11 個星期裡，有 37 個 NRI 回應議題，並
送出了 114 個議題，秘書處在針對這些 NRIs 送出的回應進行
分析後得知 Access and Inclusion 是最重要的議題，其次是 IGF
ecosystem 和 security and trust。在討論時，MAG Chair 提醒秘
書處需要明確的定義問題，讓這些議題更為清楚。
5. 今年 MAG 對於工作坊、議題的內容及方向都有精進的規劃，
像是議程的方向、工作坊的組織，希望聯合國 IGF 能夠發揮其
影響力，各國的成員都能參與。
6. 有些成員提到了關於頻譜分配、頻寬的相關基礎建設都需要國
會議員積極的參與，也有與會者建議邀請「國際議會聯盟」
（Inter- Parliamentary Union; IPU）與會。
7. 今年也期待與亞太地區國家有更多互動，希望他們也能參與會
議及討論。
8. IGF USA 將在 7 月 14、15 日舉辦，共有 9 個議程排程，重點
會放在美國西岸，也希望能與亞太地區國家互動，同時也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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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2021.05.31~06.01

會議類別：NRIs Meeting

會議時間：23:00~00:30

同去年一樣有一些有趣的線上交流活動、現場的互動、雞尾酒
會等。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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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UNIGF

會議日期：2021.06.09

會議類別：BPF Cybersecurity

會議時間：00:00~01:00

重點摘要：
1. 本次會議是今年度 BPFs Cybersecurity WS2 的線上會議。WS2
的主題是「Testing norms concepts against internet events」，將會
收集具歷史性的網路安全事件。
2. 在會議中討論需要如何評估?有哪些條件才算是具「歷史性」?主
持人回答可以從影響層面，例如有些是政府主導的、有些則是
民間、駭客發動攻擊的，但不是讓這份報告成為某種預防駭客
的手冊，而是要去找出這些事件所影響出來的網路規範，及深
度的 研究，並 以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所列舉的文件為基礎，建立相關的事件清單，並讓大家
評估、提供意見。
3. 討論了「網路安全事件」的種類：可能是資料外洩、危及核心基
礎建設、硬體設備、軟體或其他的漏洞。
4. 由於大家位於不同國家，且多數人可能在北美或拉丁美洲，所
以希望這份報告可以是全球性的，跨不同區域，可能需要設立
不同的小組來作業。
5. 資料的來源可能是媒體，但要避免只針對局部地區造成影響的
事件。
6. 主要的重點還是要探討及找出會影響整個使用網路層面的事
件、或是讓人了解到需要加強相關規範的網路安全事件。
7. 會議文件中提供了小組的郵件群組、Signal 討論群組等，以便
隨時可以連絡及更新資訊。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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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UNIGF

會議日期：2021.06.21

會議類別：NRIs Meeting V

會議時間：22:00~23:30

重點摘要：
1. 依照前一次會議討論的內容，本次 NRI 會議的開始先由今年協
助資源的 IGF SA 與 ISOC Foundation 分享關於本年度資助的條
件及以往合作的經驗。IGF SA 的秘書也是 APrIGF 秘書處成員
的 Jennifer Chung 也分享在 APrIGF 的經驗。
(1) IGF SA 建議向有相關研究領域的大學、機構進行募資，同
時也會更貼近當地的資源，但重點不是募資，而是希望能建
立 IGF 本身的生態體系，讓 NRI 可以持續下去。
(2) APrIGF 的經驗則是在當地舉辦時，都會有主辦國當地的夥
伴共同協助，但以去年改成線上虛擬會議時，就會需要大量
的人力協助會議進行、獎助金研究員的帶領，人力是相當吃
緊的，需要社群之間的互助。
(3) ISOC Foundation 則是希望資金能運用在支持多方利害關係
人機制的討論。會議主持人 Anja Gengo 則詢問，當然許多
資金都會贊助發展中國家，那麼已開發國家的參與者是否也
會贊助?這視情況再討論。
(4) IGF USA 則額外分享自己的經驗是讓贊助者企業的品牌可
以在會議中露出。
2. 簡短的討論了 MHLB 的會議，表示是依據《Digital Cooperation
Roadmap》所出現的組織，希望能有區域等級的參與者。
3. 討論到 NRI 在 IGF 會議的主題，Access and Inclusion 會是主要
探討的方向，當然每年一定會討論關於網路安全，今年的重點
將不會特別強調 Covid-19 疫情的影響，而是會著重在疫情後的
復原。在這些討論中，主持人也同意這讓議題可以專注在相關
的領域中，而她會再組織一個實體的會議，邀請可以參與的人
在實體會議中討論，討論的內容也會公開在郵件群組中，讓每
個人都可以看到。
4. IGF 會議中，NRI 手冊的初稿已完成，已有志願者協助翻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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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UNIGF

會議日期：2021.06.21

會議類別：NRIs Meeting V

會議時間：22:00~23:30

當地母語內容，像是西班牙文、法文…等。
5. 接下來 6 月 22、23、30 日將會進行 MAG 的公開諮詢會議，NRI
將會在 22 日下午 2 點（UTC）簡報 NRI 的情況、在會議籌辦期
間與各國的互動狀況，也檢視了初版的簡報，如果需要發言的
人可以先向主持人報備，會安排發言順序。
6. NRI 將會在 6 月底的 EuroDIG 有一個場次，也希望在各區域和
各國之間有一定的曝光度，能加強和全球 NRI 之間的連結。
7. 先前提到會重新建置網站，尤其是 NRI 觀察台的部份，在 NRI
的相關頁面也會與現在的資訊陳列方式不同，但內容不會改變
太多，同時會著重與各 NRI 的連結、各議題的優先順序，當然
也會加入 Youth IGF 的相關資訊。NRI 觀察台也會提供申請頁
面讓其他國家也可以申請列入討論。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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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UN IGF

會議日期：2021.06.22

會議類別：MAG Open Consultation

會議時間：16:00~22:30

重點摘要：
1. 本次為今年第二次 MAG 成員的公開諮詢會議。在會議的開始，除
了介紹今年的聯合國 IGF 會採混合實體及線上的會議共同進行，而
波蘭主辦單位也提到在原本的會議場地之外，也會盡量擴展場地，
讓每個人都有良好的感受。
2. 在 COVID-19 疫情部份，波蘭最近的情況是確診數已下降，也已經
在施打疫苗，所以目前看起來是樂觀的，但 12 月的情況還不一定，
所以也會繼續注意。
3. 對波蘭主辦單位來說，能讓年輕人參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他
們從去年的 8 月開始就為年輕人設計一系列的線上研討會活動，之
前的線上活動，就有自全球 8,500 位參與者報名，所以十分開心。
4. 聯合國 IGF MAG 主席簡報 IGF 與以往不同的改變與這幾年的產
出。在今年的改變中，增加了「政策網路」項目，重點不會只有討
論，而是把政策網路作為網路政策的育成中心，而與既有的 DCs 及
BPFs 的區隔在於更著重在多方利害參與人的參與、以討論政策為
主；DCs 則是由秘書處所倡議並進行相關的研究和分享不同的觀點，
並會產出相關的文件；而 BPFs 則是以實際的案例研究為參考。在
相關的分享上，今年政策網路的兩個群組：Environment、Universal
and meaningful access 都分別在會議中分享相關的進度；DCs 則是由
Gender Balance 和 Internet Security, Safety and Standards 小組進行目
前的進度分享。
5. 今年也有開始募資，支援 MAG 成員及發展中國家參與者的旅行費
用，而更重要的是，由於每年都有許多的「第一次參與」聯合國 IGF
的參與者，所以日後也會加強在訓練的部份。
6. 在休息時間過後的場次裡 OECD、Council of Europe （CoE）、
CGI.br、DiploFoundation、ICANN、UNDIR、ITU、Office of Envoy
on Technology、European Commission 等單位一起參與對於網路治
理、新科技、線上會議等多個議題的討論，同時也討論到全球的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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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發展，而 IGF 則在這些不同的組織中扮演著連結的角色。在這
個場次中也提到關於之前的 MHLB 的意義，IGF 秘書處表示將會在
今年的 IGF 會議中繼續討論。
7. 最後則是 NRIs 的更新，簡介了 NRIs 的工作不僅僅是連結全球
NRIs，同時也支援各國議會、政府參與 IGF NRIs。今年的 NRIs
Coordination session 將會以混合模式進行，在主要的議題上也會再
進行更新。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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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UN IGF

會議日期：2021.06.30

會議類別：MAG Open Consultation

會議時間：17:00~21:45

重點摘要：
1. 本日的會議主要是討論今年 IGF 會議應安排多少工作坊場次，
並將 MAG 分組，針對主要的議題與跨界的會議來評分、決定哪
些工作坊提案將入選。主要的參與者皆為 MAG，主席表示在時
間允許的情況下，會議中的觀察員們也可以發言。
2. 參考了過去舉辦的天數與場次數，秘書處建議今年工作坊的場
次數為 80 場，NRIs、Main Session、DCs、BPFs 則會有另外的
安排。
3. 在本日議程裡，公開進行分配不同工作坊的議題數，並透過線上
分組討論，將 200 多個提案依照其屬性並由 MAG 成員們評分，
在分組時也要求 MAG 成員們要考量這些問題是否是政策導向?
決定出 80 個工作坊提案。有 MAG 成員表示是否能針對落選的
提案提供補救機制?讓他們把提案修改得更好?但由於提案很多，
MAG 主席甚至也想考慮刪減掉部份提案，經由 IGF 秘書處建
議，應該要全部刪減，而不是只針對部份議題刪減。另外若是提
供修改的機會，那對其他因為評分更低而未入選的提案更不公
平，所以也不提供修改的機會。
4. 往年會由少數 MAG 成員來安排議題，由於今年有 2 個主要的議
題討論範圍及 4 個新興的跨領域子議題，所以將會成立一個 Issue
team，來協助安排主要議程，而 BPF-Cybersecurity 也會因為其
中一個子議題為 Trust, Security, stability 而與 Issue team 成員一
起討論。而 Issue team 對於議題則需要更為政策性導向且更為
深入，Issue Team 將會在 9 月時開會。
5. 有 MAG 成員提問 Issue Team 成員的資格。基本上還是以 MAG
成員為主，且會有郵件群組可以訂閱，雖然先前已經有不少成員
訂閱了，但也會請秘書處協助，把成員的名單清空，讓他們自己
重新加入郵件訂閱群組。現場也做了線上票選，讓 MAG 成員來
表達自己對於參與群組的意願，MAG Chair 也鼓勵觀察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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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
6. 之後也會成立 issue wiki 累積相關的資訊。
7. 7 月 13、27 則會有另一次 MAG 會議，屆時也希望 MAG 成員
出席。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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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2021.07.01

會議類別：BPF Cybersecurity

會議時間：14:00~14:45

重點摘要：
1. 今天的會議主要是由 BPF Cybersecurity 中的三個工作小組進
行工作進度的報告，同時也讓三個小組交換資訊、提供協助。
2. WS1 是對應各個已知的協議、條約、規範及相關的利害關係群
組，目前已經有一張工作表單，需要協助再找尋有無缺漏的地
方、補上連結，並建議加上區域就更能了解是否過度偏重某些
國家或區域資訊。
3. WS2 的進度稍嫌落後，最近一次的會議則是列出了不同的網
路安全事件，但還未找齊因為這些網路安全事件所產生的一些
規範，例如在 Snowden 事件後，政府之間就有一些規範，又
或是在俄羅斯網路攻擊其他國家後，促成了聯合國專家小組之
間的報告。WS2 下次的會議是在 8 月 15 日。
4. WS3 的主要工作是各國或各區域的 IGF 團體的連結及產出，
這又較前兩個小組更難，因為很多國家的 IGF 或區域的 IGF
的主要可能是以議題為主，較少以產出政策結論為主。
5. 有與會者提到最近剛結束的 EuroDIG 裡，就有 IGF 的 DC 小
組成員在裡面討論相關的網路安全、標準，也許可以從這個方
向加快腳步。
6. 下次的進度更新會議是在 8 月 19 日晚上 11 點。
7. 本年度的會議時間較晚，難得可以在下午時間與會，但之後的
會議又會回到晚上 11 點開會，則是較大的挑戰。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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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2021.07.16

會議類別：BPF Cybersecurity

會議時間：20:00~21:00

重點摘要：
1. 今天的會議主要是由 BPF Cybersecurity 中的第二個工作小組工作
會議，主要是討論這個小組的工作進度及分配。在第一次會議後陸
續還有其他人加入，像是以資訊安全政策為專業的 LSE 的研究人
員 Louis Marie Hurel、還有第一次參與 BPF 的 Cardiff University 的
博士研究生 Allison Wylde。
2. 這個工作小組的第一個工作階段是找出前 10 大網路安全歷史事
件。在這次會議裡，工作小組的召集人 Mallory Knodel 已先自之前
的清單裡找出了前 10 大的網路安全事件，而小組的成員並不了解
評估的標準，擔心有些事件不具有代表性，所以有不少時間都需要
Mallory 說明她為什麼會選擇這前 10 大安全事件，尤其是考量該
案例的區域性、代表性，是否有足夠的資料說明及後續的政策影
響。
3. 多數小組成員都提到 2018 年的新加坡健康資料外洩案沒有被列入
前 10 大案件是十分可惜的事，可能涉及其總理的健康資訊，同時
也與歐盟的 GPDR 相關，應該也可以考慮放進前 10 大的事件中；
而美國的 Equifax 資料外洩事件，Mallory 認為該案沒有影響成立
相關法案或政策，所以不列入前 10 大案件中。Mallory 也認為 2018
年有許多資料外洩案，不止是新加坡的案子，還有像是銀行、航空
公司的資料外洩，但由於多數人認為健康資料是重要的，所以也將
新加坡的資料外洩案列入其中。
4. Mallory 提醒大家 BPF 需要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也需要一定的證
據，所以她能將大家覺得重要的案子再列入前 10 大，目前已經超
過 10 個案子，由於日後可能會有需要採訪的部份，所以請大家考
量實際值行的可能性，也請大家收集這些案子的相關資料，以證明
這些案子的確具有列入的必要性，並請大家為每個案例找尋 3 則
英文的二手資料，未來在撰寫報告時可能會將這些資料列入參考
資料或是在註解中，以證明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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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類別：BPF Cybersecurity

會議時間：20:00~21:00

5. 會議前束前，IGF 秘書處的參與者詢問是否要先預約下次的會議
時間?Mallory 建議先視相關資料的找尋程度，並讓大家自行分派
想要負責的相關案例與資料，以證明自己認為重要的案件具有足
夠的代表性。
6. 會後收到 Allison Wylde 的來信，表示想加入新加坡案件的相關資
料查找，需要進一步討論相關的工作分配，也許會由她自己進行更
多的資料。新加坡是以英文為主的國家，資料並不難查找。
7. 在找尋相關的案件資料時，自己也加入台灣在 1998 年肆虐的 CIH
病毒，Mallory 將之列在前 10 大案例中，由於相關的資料可能為中
文居多，所以將會再找尋相關的佐證資料。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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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2021.08.25

會議類別：BPF Cybersecurity

會議時間：20:00~21:15

重點摘要：
1. 本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在 WS2 中的工作進度。由於已陸續完成
了相關的 13 件網路安全事件資料收集，所以工作小組的召集
人請大家一起來決定要如何決定這些案件進入訪談的程序。
2. 在介紹 CIH 病毒時，我們覺得這個病毒其實也是在供應鏈安
全的一個案例，但由於這個病毒實在太古老，除了作者之外，
也可能找不到當年被攻擊的使用者們，且該病毒只會在
Windows 9X 系統上，且主機板廠商已經提供了解決方案，所
以 CIH 病毒不會進入 Phase 3 的深度訪問裡。在討論到如
Heartblead、DNC Email、Snowden 等歷史上著名的網路安全
事件時，也會考量到之後訪問的難易程度。
3. 主持人談到會有這樣的網路事件調查，起源於 2018 年時，因
為在比較各國的 Norms、Regulation 時，研究人員們覺得這些
Norms 的來源是否與網路安全事件有關?例如在 13 個案件中
的 Estonia DDoS（2007），就影響了後續國家之間在發展 ICT
時要注意的、維護國際之間和平的注意事項，因此才會有今年
度的研究。
4. 會議時間只有一個小時，但 13 個網路安全尚未討論完畢，所
以可能會在下星期繼續進行。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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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類別：NRIs Meeting VI 會議時間：23:00~00:30
重點摘要：
1. 在各國 IGF 成員們簡單的自我介紹後，便直接進入本次會議主
要討論的議題。這次主要是討論 NRI 在 IGF 2021 會議中主
題，之後還會有一次會議是談 NRI 協作的相關會議題目。同時
主席 Anja 也提醒大家，雖然每次都會有錄影，但不會公開錄影
資料，如果需要這些資料的話，可以先寫信向秘書處索取。
2. 之前在徵求意見時，許多回饋的重點都放在 Access and
Inclusions。除了許多國家因為 COVID-19 疫情受到影響外，也
有許多國家才發現網路對他們十分重要，特別是有些地區的網
路連線不佳，造成人民無法上網取得疫情或疫苗的相關資訊。
3. Anja 詢問這些議題是否和今年 EuroDig 有重複、相同之
處?EuroDig 的秘書處提供了今年 EuroDig 會議中的一個場次
「Delay-Tolerant Network（DTN）」讓大家參考。
4. 許多參與成員陸續表達各自代表的 NRI 的意見：
(1) 有些國家則強調 Accessibility，認為網路服務的提供需要
考量親和力，讓使用者容易取用，而不是只提供給特定族
群。
(2) 關於疫情和疫苗的事實查核相關事項。
(3) 除了硬體的網路基礎建設外，也有人提到關於「軟實
力」，例如個人使用網路或相關工具的能力、不同社群間
的性別差異等，也應該列入討論。
(4) 例如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所以國與國之間的發
展程度不同，以太平洋上的國家來說，他們同意數位經濟
和數位轉型很重要，但如果連基本的網路連線都沒有良好
的品質，也不會有數位經濟，更不需要談其他的議題。
(5) Anja 表示會繼續在郵件群組中討論相關內容，也請每個
NRI 的成員可以多參考以往在 NRI 主題下的討論，並給予
本年度 NRI 主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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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2021.09.06~07

會議類別：NRIs Meeting VI 會議時間：23:00~00:30
5. 9 月 28 日還有一場 Townhall 會議，會討論出主題與協作會議
的相關事項。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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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2021.09.20

會議類別：NRI

會議時間：23:00~24:10

重點摘要：
1. 本次的會議主要是在規劃在 IGF 會議中 90 分鐘的 Coordination
Session。多數參與者建議 Coordination Session 辦理在 Day 0，
以避免和其他主題衝突，也能吸引其他人參與 NRI 的討論，在
會議的時間上，如果辦在波蘭當地的中午時間，對於美國或部
份亞洲區的參與者不是非常早就是深夜，所以還需要再視情況
調整。
2. 聯合國秘書處於 9 月 10 日公布的 Common Agenda 報告，提到
了與 IGF+的相關性。
3. 有參與者建議 90 分鐘的 Coordination Session 使用兩個平行的
會議時間，就可以有更多討論的主題或是更有先後次序。然而
實際辦理及參與過 IGF 會議的其他 NRI 成員考量到此次會議是
混合模式，秘書處會相當的繁忙，還要處理其他的會議事務，
所以建議是以一個 90 分鐘的會議模式進行即可，重點放在
Sustainability，也就是 NRI 的永續經營，也可以將 NRI 的重要
性和影響力的討論融合於其中，同樣也可以呼應聯合國秘書處
關於數位合作的最新報告。秘書處並請大家呼籲自己國家的法
規制定者、政策制訂者也應該要參與 NRI 的會議，本年度的會
議只要是政策相關會議都會提供法語、西語的口譯人員，所以
不會有參與上的障礙，也希望政策相關人員可以參與其中。
4. 之後秘書處會提供 Google Document 讓大家線上編輯，並利用
線上投票約定下次 NRI 的會議時間。
5. 其他國家的 IGF 主要會在 9、10、11 月之中進行。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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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歡迎政策制訂人員參與，並提供相關的資金讓他們前往波蘭與
會，至今仍然可以申請相關的差旅資金協助，但僅提供給政策
制訂人員、政府代表申請。
2. 今年的會議雖然是採用混合制度，但在線上的參與已經模擬了
3D 的場地及 APP，讓線上的參與者可以透過 3D 的模擬畫面參
與。9 月 29 日會公布新版的 IGF 網站、APP 及測試，且本年度
是專門為這次的會議製作這樣的服務，所以今天會議的參與者
也建議需要注意服務的可取用性、網站親和力，讓每個人、非
英語使用者也能使用這些服務。
3. 相關的事務問題：
(1) 例如 COVID-19 的疫苗資訊，波蘭政府與歐盟一致，有些疫
苗是無法入波蘭的，大會鼓勵若無法實體參與就以線上為
主。
(2) Youth IGF 的差旅資金補助已經停止，但政府官員的差旅補
助仍可以申請。
(3) 會議也會提供相關的雙邊討論場所、會議前的排練的時間。
(4) 如果需要額外的協助，像是行動不便的現場參與者若需要協
助，則需要在報名時也提供相關的資訊，讓他們可以安排巴
士去接送。
(5) 相關的住宿資訊、許可的疫苗資訊都已經放在波蘭政府網站
上。
4. 會議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tli5JRF2E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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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4:00~14:45

重點摘要：
1. 今日主要是針對三個工作群組的工作進度報告，並告知在今年大
會所安排的時間是在 12 月 10 日的 10:15 到 11:45（UTC）
2. 工作群組進度更新：
(1) WS1：在大家協助分工分析近 40 份不同立場所訂立的「規範」
後，也配合比對著 2015 年 UNGGE 報告裡的 13 條 Norms，主要
的還是會考慮這些「規範」是否有人權的成份於其中。WS1 群組
應能依照時程完成報告。
(2) WS2 ：從 10 幾個案例中挑出 4 個案例再進行深度研究，但可能
還是以文獻資料研究為主，雖然有些國家案例裡，會有人積極參
與聯合國 IGF，但不確定是否能找到正確的當事人或經歷於其中
的人。由於秘書處在詢問是否需要邀請特定對象，WS2 的組長
Mallory 表示希望能保留 1 至 2 個席位，讓受訪的對象有機會至
現場參與或直接表達意見。
(3) WS3 ：工作小組積極的參與其他地區的網路治理活動，並發現歐
洲是主要的倡議成員，而其他地區可能礙於語言或時差關係，所
以較不清楚。這個小組也參與了 Paris Call 的相關會議，並在該會
議中提供關於 BPF 的工作，而彼此都希望能保持交流。Markus
Kummer 則提到昨天在安全標準動態聯盟會議中有提到法國正
在以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組織一個論壇，有點類似 IGF，也許可
以邀請這位法國的大使至現場參與。
3. 今天的會議時間對歐美來說都相當早，除亞太地區的人員之外，
幾乎沒人可以應付得了清晨六點就要開會的狀況。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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