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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5G 的基礎建設攸關國家數位競爭力及國際產業供應鏈的重整，
更具有區域安全戰略部署的積極意義，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配合國家政策，積極推動 5G 網路建置、強化網路品質、普及通信訊
號涵蓋率，不僅提供台灣全體國民更加優質、便利、安全的智慧生
活體驗，也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數位實力。
面對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的普及，以及服務提供者本身跨境、跨
產業與多元商業模式，以及 COVID-19 疫情下社交模式的改變及對
雲端運算、大數據分析、物聯網的需求倍增，網路治理也迎來了全
新的挑戰，其所涵括的網路安全、數位經濟模式、人權議題、技術
革新等層面，不僅與國家政策的擬定和推動緊密扣連，也與社會及
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息息相關。
以此，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於 2021 年編著《新世代的網
路治理》
，綜合整理並收錄了近一年來許多專家學者針對新世代的網
路政策、趨勢發展、網路技術、資訊安全及網路未來發展等諸多議
題的介紹與析論，其中更包括了 COVID-19 下的數位治理課題，探
討疫情時代中的資訊技術、應用所延伸的濫用、犯罪問題與威脅，
及對於隱私、人權的再思考，當然亦涉及了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
DNS（網域名稱系統）安全及穩定、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下的資安教育、5G 及雲端時代的 IPv6（網際協議第 6 版）強化與創
新等與網路治理密切相關議題，本書都提供了相當專業且具參考價
值的見解。特別的是，有多篇文章談論到 Facebook、Twitter 等網路
巨擘對網路發展及社群的影響，以及「.org 出售」
、
「Booking.com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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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這些國際重大事件引發的爭議與後續發展，都顯示出數位新
時代的新契機、新思維及新挑戰，亦期待讀者們的支持與反饋，共
同激盪出創新想法，共創更加完善的數位社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耀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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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二

這是一個網路存取已是基本人權的時代，大眾與網路的連結密
不可分，網路應用與服務也深化在各行各業之中，全球性的 COVID19 疫情帶來的封鎖與隔離措施，更是加深了網路服務的依賴。台灣
幸運地未受到疫情帶來太大的衝擊，有能力將成功的防疫經驗分享
出來，但面對疫苗出現的後疫情時代，各國產業迅速推動的數位轉
型策略對台灣來說，未來仍有許多可借鏡之處。
台灣網路調查顯示 2020 年台灣 12 歲以上民眾的上網率高達
83%，而家戶上網率也達到 82.8%，高網路滲透率呈現出台灣在資訊
科技產業的發展與進步；同時台灣的 IPv6 使用率達到全球第六高，
網路基礎設施能提供穩定且安全的服務，這展現出台灣身為科技之
島的自信，也是網路世界中的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而創造出來的成
果。
2020 年的國際網路發展在網路安全、數位經濟、人權與技術等
不同領域的議題均面臨了新的挑戰。全球網路的安全與穩定持續受
到駭侵攻擊威脅，衝擊經濟活動及必要服務，許多國家與網路組織
也倡議網路安全協議應對，期望能藉由合作共同抵抗網路攻擊。數
位貿易、電子商務、稅務以及數位貨幣的發展將會是各國在確保經
濟發展的同時需要共同合作的議題。人權上，保障隱私及網路使用
權、言論自由、資料自由流通等重要議題在使用網路人口越來越多，
網路資訊流通迅速之時也顯的更加重要。隨著技術發展與政治經濟
或社會文化密不可分，掌控新興技術標準的發展方向即是掌握後續
專利、應用與智慧財產的主導權，這也使的網路技術標準已然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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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角力的重心之一。利害關係人在討論網路相關議題所採取
的合作方式將會影響如何在討論中納入多元的聲音與意見。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致力於協助台灣的網路社群一同茁
壯，建立更好的網路環境，我們為您準備了這本電子書，涵蓋了過
去一年國際間網路治理與技術發展的相關議題，同時也準備了台灣
網路講堂與多場研討會、教育訓練等，持續協助台灣網路社群建立
生態系與討論平台，鼓勵更多利害關係人參與政策制定、議題討論
與合作。期待您的參與及合作能與我們一同讓這個生態系更加茁壯。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董事長 李育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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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三

在網路社群媒體及通訊軟體已然成為資訊傳播最重要的管道之
一的當代，受益於網路科技的進步衍生出的各式新挑戰，也逐漸成
為眾人的目光焦點；2020 年全世界在 COVID-19 的疫情肆虐影響下，
開展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與社交模式，資訊科技的應用，
包含宅經濟、遠距視訊、物聯網應用、雲端服務需求的大增，除了
帶來相關軟硬體設備的龐大商機，以及與智慧防疫密切相關的大數
據分析、AI、5G 等科技技術的投入，加速推動了 AIoT（人工智慧
結合物聯網）時代的來臨。
然而，在許多人更加熟習、依賴於網際網路的服務及便捷快速
的資訊傳遞，以及各國積極投入 5G 基礎建設的現在，新的問題也應
運而生，政府、民間企業、公民社會、技術社群、學術機構乃至於網
路使用者之間如何充分理解並參與網路治理的議題，另一方面能多
元兼容、改善偏遠地區通訊問題，都成為疫情時代下亟於探討甚至
解決的難題。
TWNIC「新世代的網路治理」的出版，仍匯集了許多專家學者
們，針對 2020 年代有關網路政策、趨勢、技術、資訊安全、發展等
多元面向的提出易讀卻深具專業的見解與介紹，提供讀者及社會大
眾瞭解相關的議題，也能從自身的生活經驗中，體驗網路治理的重
要性與影響力。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董事暨執行長 黃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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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政策

2020 年代網路治理展望

文／國際瞭望
網路政策專家 Wolfgang Kleinwächter 教授 2020 年初發表於
CircleID 的文章，闡述對於 2020 年代網路治理的展望。以下摘要文
章重點。
由聯合國秘書長召集的「數位合作高階專家小組」（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 HLPDC）去（2019）年 6 月發布結案報
告 ， 標 題 便 是 「 相 互 依 存 的 網 路 時 代 」（ the age of cyber
interdependence）：無論政府、各利害關係團體或個人都不能各行其
是，所有網際網路公共政策及技術討論都環環相扣。
如此無人能置身事外、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時代環境，便是未來
網路治理及所有下世代領導人必須面對的問題。
Kleinwächter 進一步列出具體的五大難題，包括一個程序性問
題，以及四個重要議題。
首先，程序性問題是如何建構一個包容、透明、由下而上的全
球化決策流程，結合傳統的政府協商與創新的多方利害關係流程，
針對各自獨立又互相牽連的重大議題，找出永續的解決方案。
Kleinwächter 認為如 WSIS、NetMundial、IANA 代管權轉移都是值
得參考的成功案例。這些經驗證明政府主導的多邊協商與多方利害
關係討論可以共存，但他也強調，唯有持續進化，推動多邊、多方
一體兩面的多元包容流程，才能繼續在過去的成功基礎上面對未來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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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數位經濟、人權及技術則是四大重要議題。作者也
針對這些議題，逐一歸納 2020 年的關注重點。

網路安全
近年來，網路安全已成為各國政府最重視的議題。2020 年間相
關討論進程包括：針對國家政府的網路規範，維護國際和平、網路
安全培力工作的聯合國開放性工作小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EWG）與第 6 屆政府專家小組（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GGE）
，負責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的 GGE，以及去年由俄羅斯提案，制
定「反制資通訊科技用於犯罪行為」的公約制定計畫。另一方面，
G7 和 G20 去年也都針對反恐、假新聞、網路暴力等發布宣言，今年
還會有什麼新作為，也值得持續關注。
然而作者也指出，上述討論都由政府主導，不但缺乏多方利害
關係人的參與，彼此之間也少互通有無。他認為很多由業界發起的
自發性網路安全協議，包括微軟提出的 Tech Accord 及 WWW 之父
Tim Berner-Lees 爵士提出的網路合約（Contract for the Web）等，也
都對推動全球網路安全大有助益。

數位經濟
數位經濟方面有幾個具爭議的關鍵議題，包括：數位貿易、電
子商務、稅務、數位貨幣、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等。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1998 年訂定的
WTO 電子貿易備忘錄自 2019 年底到期。雖然目前已展延至未來最
近一次部長會議，但作者警告，若各國仍無法在今年內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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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引發一場「數位貿易戰」
。數位稅是另一項自電子商務出現後
始終未解的難題，法國總統馬克宏受不了遲遲未能達成共識的國際
組織，去年已先行於國內推出數位稅。而今年 G7、EU 或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 （OECD）是否終能達成協議，訂出跨國適用的數位稅
務規範？
另一方面，機器取代人工的問題持續迫近，如何在數位化、機
械化的未來持續確保工作品質、社會保護及勞動權，也是另一項全
球性挑戰。最後，非洲聯盟在 2020 至 2030 年間達成「數位非洲」
的目標，雖廣受強權國家政府幫忙，但如何在接受支援的同時，避
免再次成為強權的地緣政治角力場，也是非洲大陸無法忽視的難題。

人權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於 2016 年重申：「人類在線下享有的權利，
在網路上也必須得到保護。」然而，大多數政府在網路政策上仍僅
注重網路安全及數位經濟，視人權為次要。2023 年將是《世界人權
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發布屆滿 75 週年，
未來十年的網路人權是否將有新進展，值得繼續關注。

技術
近幾年來，原本限於 IETF 及 ITU-T 20 研究小組的程式碼、技
術協定及標準等技術議題，都不免被牽扯進政治討論中。看來，大
家也終於了解技術與政治經濟，甚或社會文化皆密不可分；誰搶到
新興技術標準的決定權，誰就是未來最大贏家。技術標準儼然成為
國際政治角力的重心之一，G7、G20 的 2020 會議議程中都少不了這
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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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工智慧可謂最迫切的全球議題。各國政府紛紛成
立專家小組，企圖了解人工智慧對國家的影響。光在 2019 年，EU
高階專家小組、OECD 及 ITU 都分別就此議題發布建議倫理守則。
這議題太過複雜、難以定義，無庸置疑是個全球議題，需要全球各
地協作討論。作者認為過去探索外太空的全球協作是很好的前例，
但如何避免人工智慧淪為如今日太空般各國軍武爭鋒的戰場，保全
和平開放的全球討論，則是 2020 年的重要挑戰。

IGF 的未來
作者最後也介紹去年柏林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的會議重點，包括：受 HLP.DC 的 IGF+理念啟發，IGF
史上首次出現 60 國 160 名議員共同簽署的《吉米．舒爾茨宣言》
（Jimmy Schulz Call） 1 ；慕尼黑安全會議（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年度網路安全高峰會、Tim Berners-Lee 爵士的「網路合
約」，以及全球網路穩定委員會（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Stability
in Cyberspace）的結案報告。
在 IGF 開幕致辭中，聯合國秘書長 Antonio Guterres 強調數位化
在實現永續發展目標中扮演的角色；德國總理梅克爾表示應在多方
主義與多邊主義之間取得平衡，並認同應採取特別措施，保護網際
網路的公共核心。她也重申「走向分裂的網路沒有好處」
，並主張大
家應「下定決心，將網際網路的核心視為全球公共利益來保護」。

1

《吉米·舒爾茨宣言》呼籲全世界必須在促進經濟成長、持續發展和尊重人
權的同時，打擊恐怖分子、犯罪行為、虐待兒童、仇恨言論並保護國家網路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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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C 發布 2019 影響力報告

文／國際瞭望
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 ISOC）發布 2019 年影響力報
告，並在自有部落格中發表文章，簡介報告內容。
回顧 2019 年，網路世界的討論環繞著一個核心主軸：網路應是
所有人共享的資源，而這個信念需要全球社群共同起身捍衛。網際
網路有聯繫、賦權、培力和創造的力量。ISOC 呼籲大家不只應致力
彌補數位落差，更需以行動確保網路的靈活與互信。
2019 年影響力報告列出 ISOC 過去一年來的工作重點與成果精
華。包括：
在去年 ISOC 發起的「連結未連網地區」24 小時分部挑戰中，
紐約分部協助 NYC Mesh 將實體網路延伸到 6 個紐約市中服務不足
的地區。數位落差不只可能和城鄉差距平行發生，紐約作為世界最
大、人口最多的城市，許多居民仍無法負擔網路費用。
在社群與企業夥伴的協力之下，ISOC 去年支援建立全球超過 12
個國內網際網路交換中心（Internet Exchange Points, IXP）
。這些 IXP
成立之後，大幅降低資料傳輸的開銷，進一步降低全民存取網路的
障礙。過去 10 年內，非洲的網際網路訊務交換成長超過 4 倍，是值
得 ISOC 社群同感驕傲的驚人成長。
有鑑於層出不窮的資料洩漏、駭客入侵事件持續損害網路的安
全信任，去年路由安全共同協議規範（Mutually Agreed Norms for
Routing Security, MANRS）也推出了「MANRS 觀測平臺」，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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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網路使用者路由安全資訊的同時，也持續進化、開發新功能，
致力確保全球網路的路由安全。
身為端對端加密的長年支持者，ISOC 社群成員們去年也與近 50
個技術組織、專家合作，成功讓英國政府試圖利用國家力量存取加
密訊息的「幽魂計畫」（ghost proposal）胎死腹中。
ISOC 強調，2019 年影響力報告再度彰顯了「合作」、「社群」
、
「凝聚力」的重要。唯有齊心協力，才能共同打造全球網際網路。
ISOC 2019 影響力報告全文：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impactrepor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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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的數位治理課題

文／國際瞭望
關注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議題的知識平臺——日內瓦網路平
臺（Geneva Internet Platform, GIP）在今（2020）年 2 月底的電子報
（Digital Watch Newsletter）中將全球 2019 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列為當月焦點，提出其何以變成數位課題的問題。GIP 提出
了 3 項觀點，其一是數位科技（特別是人工智慧）在此全球流行病
疫情中扮演的角色；其二是不實訊息流竄於各大跨國網路平臺與平
臺業者的因應；其三則是惡意人士利用民眾對流行疾病的恐懼進行
網路犯罪的事件。本文主要簡述這 3 項觀點的內容。

數位科技與防疫
數位科技被應用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中，扮演包括預測、監控、預防等功能，而人工智慧應用似乎特別
引人注目。諸多 AI 相關的疫情報導中，多會以加拿大新創公司
BlueDot 為例，因為其在 1 月 9 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公告中國可能爆發流感的一週之前（2019 年 1
月 31 日）就發出了警訊。
根據 Wired 報導，BlueDot 運用 AI 演算法搜索外語新聞報導、
動植物疾病網和官方公告，作為提出警訊的依據，致勝關鍵是，其
不仰賴政府提出的官方資料，因為官方資料可能受政治影響，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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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人工智慧自各式管道（如網路言論、新聞報導等）抓取資料，
降低人為影響因素。比較特別的是，BlueDot 強調不採用社群媒體所
發布的內容，因為這些媒體平臺上充斥著不實訊息。
Forbes 也舉了另外一個案例：以色列新創醫學影像技術公司
Nanox 所發展的行動數位 X 光系統，該系統串接了龐大的醫學影像
資料庫、診斷評論等資料，再以人工智慧技術作為輔助，得以協助
醫師進行早期診斷。不少生技業者也期待能透過人工智慧技術尋求
疫情解方，多種應用也在全球各地試驗中：運用醫療機器人協助醫
生進行 COVID-19 病患的治療、運用機器人進行病房消毒，以及利
用無人車來為醫療人員運送物資、利用 AI 軟體掃描病患肺部 CT
（Computed Tomography）影像用以尋找 COVID-19 的特徵。
即便在技術領域有對抗疫情的新突破，此波疫情也催化了人臉
辨識等監控技術的大幅度應用，例如自動辨識民眾是否有戴口罩的
技術等，似乎也對公民自由產生了威脅。

假防疫之名的網路犯罪趨勢
2019-nCoV 也成了網路犯罪者利用公共焦慮散布惡意程式的新
工具。資安業者 IBM X-Force 部落格中寫道，其已發現有駭客向日
本潛在受害者發送垃圾郵件，內容宣稱 2019-nCoV 已滲透該國，並
催促收件者開啟藏有惡意軟體的 WORD 附檔，一旦開啟同時也下載
了惡意程式，使駭客得以竊取電腦內的敏感資訊。
英國網路安全業者 Sophos 也識別出一種網路釣魚事件，該事件
使用有關 2019-nCoV 的聳動不實訊息，甚至還在信件中置入 WHO
的 Logo 作為誘餌；在其官方發布的訊息中，也附上了一串提醒民眾
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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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與跨國平臺業者協力打擊網路不實訊息
為避免網路平臺上流竄的各式疫情相關謠言造成人民恐慌、衝
突或甚至疫情惡化，包括 WHO 和主要網路平臺業者均開始就 2019nCoV 有關的數位內容或不實訊息提出管控措施。CNBC 報導，WHO
在 2020 年 2 月中發起與平臺業者的討論會議1，包括 Facebook、
Amazon、Google 等科技巨頭都派員出席，WHO 代表也主動在會議
中提議將協助科技巨頭就不實訊息進行事實查核，並應當強化對其
客戶傳遞正確資訊的方式。會中也達成共識，這些科技業者同意
將共同發展協作工具、優質內容以及供人們詢問相關問題的客服
中心。
具體而言，Google 在使用者搜尋有關 2019-nCoV 相關關鍵字
時，會出現 SOS 警報，並且將 WHO 所提供的資訊並列在搜索結果
中。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也於 3 月 4 日公開說明，當使
用者在 Facebook 上搜尋 2019-nCoV 時，會引導使用者到 WHO 或使
用者所屬國家的衛生相關機關獲取最新資訊；倘若使用者所在國家
未通報 WHO 發生人傳人感染，使用者也會在其動態取得相關訊息。
Zuckerberg 強調 Facebook 會刪除其平臺上被全球主要的衛生組織所
標記的虛假資訊以及陰謀論言論，也禁止濫用疫情的廣告刊登，例
如聲稱可治癒流行病的產品廣告，以抑制惡作劇和有害錯誤資訊的
散布。
多年來因傳遞陰謀論、仇恨言論意識形態內容而遭受批評的影
音平臺 YouTube 也改變了演算法，當使用者搜尋 2019-nCoV 時，其
推薦給使用者的自動播放（auto play）功能，會提供來自於權威來源
1

Christina Farr & Salvador Rodriguez. Facebook, Amazon, Google and more met
with WHO to figure out how to stop 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 CNBC.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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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音內容。電商平臺 Amazon 也下架上百萬個可疑的健康產品。
不過，研究人員在《外交政策》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章中則提
醒，全球大型網路平臺業者面對疫情擴大在因應方面顯得吃力，因
為其得配合一些國家政策法規要求進行非常規的內容審核，還要與
WHO 直接建立合作伙伴關係；此外，大型平臺業者屬跨國企業的特
性，也讓這些業者接獲來自不同國家彼此衝突的命令，同時間還要
疲於奔命確保平臺上沒有以訛傳訛加劇問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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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的五年執行暨財務計畫及多方利
害關係人治理模式效率之計畫實施

文／國際瞭望
ICANN 的 五 年 執 行 暨財 務 計 畫 初稿 ， 以 及 財政 年 度 2021
（FY21）預算，都已在去（2019）年 12 月公告並徵詢公眾意見。
世事難料，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自 2020 年
初起逐步蔓延全球，全世界皆深受其害，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更不容
小覷。ICANN 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根據預測，ICANN 在 FY20 下
半年及 FY21 的活動規劃與財務狀況都將因疫情嚴重波動。
雖然目前仍難以預測長程的財務影響，但 ICANN 身為公共基
金的代管機構，有義務以「完全財務負責」的心態規劃所有組織活
動。基於此，ICANN 也儘速調整、修訂上述計畫，務求執行與財務
規劃都能趕上世局的改變。
ICANN 董事會在今年 5 月 5 日才決議通過修訂後的計畫及預
算。雖然 ICANN ORG 和董事會都努力秉持對社群當責、開放透明
的承諾，但有鑒於時程緊迫，調整過後的計畫及預算，並未來得及
在董事會決議前，再次舉行慣例的公眾意見徵詢。
ICANN ORG 的彌補方式是在董事會決議前公告上述計畫及預
算，並舉行兩場網路說明會，向社群說明調整之處、回答社群疑問，
並蒐集社群的建議。兩場說明會都吸引高度社群參與，雖比不上公式
的公眾意見徵詢，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群交流、建議反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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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 ICANN ORG 都相信，這是最符合公共利益的權宜方
案。計畫與預算中的調整修訂，都是為了確保 ICANN 在疫情影響
下，仍可持續履行使命、完成組織章程規定的義務責任。
此外，ICANN 董事長 Maarten Botterman 亦於今（2020）年 10
月 14 日在官方部落格撰文，說明 ICANN 針對加強多方利害關係人
治理模式效率之計畫已付諸實施。
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可說是 ICANN 各項工作的核心，在
ICANN 的財政年度 2021-2025 年戰略計畫當中，也將「加強 ICANN
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效率」列為五大戰略目標之一，這套由
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讓各個利害相關團體不分經驗與背景，都有機
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共同參與網路政策的制定。
ICANN 在今年 6 月 4 日發布了《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CANN’s Multistakeholder Model – Next Steps》文件，確立了 6 個影
響 ICANN 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有效運作的優先主要領域，分
別為：
（1）工作輕重緩急排序、有效利用資源；
（2）更準確的訂定工
作範圍；
（3）共識、代表性、多元包容；
（4）ICANN 事務複雜難懂；
（5）文化、信任、各行其是；
（6）釐清各自擔當角色與責任。該文
件已在今年 8 月結束公眾意見徵詢，董事會納入社群意見的版本可
由此閱讀，隨著文件的定稿，該項計畫已進入「實施規劃」階段，意
即，接下來會將計畫轉化成為一系列行動方案，並配置所需的資源，
依照規劃的優先順序逐步實施。
這項計畫未來將可補足 ICANN 現行的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
式，例如通用域名支援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GNSO）的政策制定流程（Policy Development Procedure, PDP）3.0，
以 及 第 三 次 當 責 與 透 明 度 審 核 （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Review, ATRT3），也可解決社群認為影響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
效率的問題，同時不會增加社群成員過多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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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020-05-08-en
https://www.icann.org/news/blog/changes-to-icann-s-five-yearoperating-and-financial-plan-and-fy21-budget
https://www.icann.org/news/blog/enhancing-the-effectiveness-of-icanns-multistakeholder-model-moves-into-implementation

28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COVID-19 全球疫情中的域名濫用與防治
作為

文／國際瞭望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延燒全球，不
只我們習慣的日常生活已全面改觀，各行各業也都連帶受到影響，
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當然
也無法自外於這場撼動世界的病毒大流行。不僅多場實體活動因疫
情取消或改為線上舉行，身為全球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的管理者，ICANN 不僅持續密切監控 COVID-19 對
DNS 的影響，也不時透過網路說明會、部落格文章等，持續向社群
分享 ICANN 的相關工作和研究結果。

「從技術角度探討 COVID-19 與 DNS」網路座談會
今（2020）年 4 月 9 日舉辦的「從技術角度探討 COVID-19 與
DNS 」 網 路 座 談 會 中 ， ICANN 技 術 長 辦 公 室 （ Office of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OCTO）的研究副主任 Matt Larson 向社群分享
OCTO 針對疫情期間，ICANN 轄下根伺服器（ICANN Managed Root
Server, IMRS）經手訊務的觀測變化，並根據現有資料及分析結果，
提出「整體而言，COVID-19 疫情對 DNS 的影響可見但並不顯著」
的階段性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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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 的安全、穩定及靈活性（Security, Stability and Resiliency,
SSR）負責人 John Crain 也在說明會中，分享疫情期間的 DNS 濫用
情形。Crain 強調，疫情期間的常見 DNS 濫用手法無異於過往，仍
集中於詐騙郵件、惡意軟體及竊取個資等。唯一不同的，是犯人開
始廣泛使用 COVID-19 相關的誘餌，例如過去利用「忘記密碼」詐
騙個資的電子郵件，現在可能會變成「填寫資料登記購買 COVID-19
防護設備」以誘人上鉤。
Crain 也提醒，雖然近期出現大量「COVID-19 相關域名註冊量
暴漲」等媒體報導，人們也可能因此推斷 COVID-19 將大幅惡化域
名濫用，但實情並非如此。事實上，很多 COVID-19 相關域名是由
正當的機關、團體註冊後合理使用，也有當局為防範域名濫用，而
搶先防衛性註冊域名的案例。
其中當然不乏投機搶註，甚至是惡意濫用的例子，但業者及網
路安全社群也早已集結行動，聯手反制疫情期間趁火打劫的域名濫
用情形。例如 ICANN 受理註冊機構團體發布的《COVID-19 受理註
冊機構應對守則》
，提供各種解決方案及資源，協助受理註冊機構共
同防制 COVID-19 的域名濫用情形。
另一方面，全球各地的網路安全專家、研究學者等也自發串連
組成 COVID-19 網路威脅連線（COVID-19 Cyber Threat Coalition,
CTC）和 COVID-19 網路威脅情報聯盟（COVID-19 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League, CTI League）
，期在疫情蔓延之際，盡一己之力，
共同維護網路世界的安全。

針對 DNS 濫用的全方案因應對策
ICANN 也特別發表長篇部落格文章，向社群說明 ICANN 針對
DNS 濫用的全方位因應對策。包括負責確保註冊管理機構、受理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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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機構遵守合約的 ICANN 履約部門，提供專業的技術長辦公室
（OCTO）
，以及協調、支援合約方的全球域名部門（Global Domain
Division, GDD），都是 ICANN 防制 DNS 濫用規劃中的重要角色。
部落格文中強調，目前上述所有部門都將處理 COVID-19 相關
事件列為第一優先。文中也分別詳盡解釋各單位的主要工作，節錄
如下：

・技術長辦公室（OCTO）
OCTO 的 SSR 團隊建立了一套專門識別 COVID-19 疫情相關
域名濫用行為的系統。系統會搜尋所有類似或含有 coronavirus、
covid、pandemic、ncov 字詞的域名，並比對多個高信譽安全威脅資
料庫，確認域名是否被用於惡意用途。一旦確認域名濫用行為屬實，
ICANN 會將蒐集到的域名資料傳給負責單位，要求後者採取行動。
本系統仍在測試階段，團隊也積極與社群成員交流合作，務求未來
系統準確率高且符合使用者需求。
如上所述，OCTO 成員也分別加入上文提及的 COVID-19 網路
威脅連線（CTC）和 COVID-19 網路威脅情報聯盟（CTI League）
，
即時通報並分享 COVID-19 相關安全威脅情報。

・ICANN 履約部門
ICANN 履約部門的主要責任是執行合約，包括註冊管理機構協
議及受理註冊機構協議（Registry-Registrar Agreement, RRA）
。履約
部門也與 OCTO 密切合作，辨識並找出惡意域名背後的合約方。除
了利用稽核資料評估註冊管理機構、受理註冊機構是否遵守 DNS 安
全威脅義務，履約部門也會利用 OCTO 提供的資料，主動聯絡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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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域名比例過高的合約方，要求對方儘速處理。
履約部門也鼓勵全球使用者，若發現任何 COVID-19 相關的域
名濫用行為，應立即通報該域名所屬的註冊管理機構與受理註冊
機構。若對方未即時回應或不積極處理，也可向 ICANN 履約部門
投訴。

・ICANN 全球域名部門（GDD）
GDD 負責維繫 ICANN 與 gTLD 註冊管理機構、ICANN 認證受
理註冊機構的商業關係，並提供服務、支援對方履行合約義務。也
因此，在防治 DNS 安全威脅中，GDD 的主要任務是擔任聯繫管道，
負責協調並疏通合約方、ICANN ORG，以及 ICANN 社群的交流。
GDD 密切關注 COVID-19 相關域名濫用情形，以及對域名產業
的影響。GDD 最近也特地發布指南，要求受理註冊機構在疫情期間，
採取必要措施，保護因疫情無法及時更新域名註冊的註冊人。

DNS 安全協調技術研究小組
域名安全威脅的影響層面從來不僅限於網路世界中的單一組織
或個人。新類型的域名攻擊，如海龜行動（Sea Turtle hijacking）、
DNSpionage 等層出不窮，為了對抗攻擊、維護網路安全，更進步、
更即時的跨社群協作也益發重要。
有鑑於此，ICANN 在與社群合作之下，成立了「DNS 安全協調
技術研究小組」（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Facilitation Initiative
Technical Study Group）
。本小組的任務，是探討 ICANN 應該做些什
麼，以加強與 DNS 生態中多方利害關係團體的協作與交流，並進一
步改善 DNS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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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將由 ICANN 安全及穩定諮詢委員會（Security &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 SSAC）駐董事會聯絡人 Merike Kaeo 擔任召集
人。小組成員將透過邀請，由來自包括緊急回報協調、DNS 安全、
大範圍 DNS 營運、網路架構設計、DNS 政策規劃等各安全領域的
頂尖專業人才參與。

結語
在這個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的時代，網路儼然成為許多坐困
愁城者的救命索。不論是遠距會議、線上教學、網路購物和宅配，
從工作、求學，到日常必需品，我們仰賴網路的程度前所未見。
雖然維繫安全、穩定及全球通用的網際網路一直是 ICANN 的
首要使命，但在眾人高度憑藉網路維繫基本日常生活的現在，
ICANN 的角色更顯關鍵。ICANN 自今年 4 月開始頻繁舉辦網路說
明會、發布各式各樣部落格文章，或許也是想確保組成 ICANN 的金
三角：ORG、董事會、社群，得以持續對話、交流，為維護全球網
際網路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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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的監督委員會的緣起、功能及
其影響

文／國際瞭望

Facebook 獨立監督委員會緣起與功能
2019 年底，Facebook 宣布成立獨立的監督委員會，針對該公司
旗下社群平臺的不實訊息與仇恨性言論等不適切內容進行監管1。委
員會是獨立於 Facebook 的部門，有權駁回公司對於內容審查的決
策，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更是對委員會的權力掛保證。
成立委員會的構想起源於 2018 年，當時，Zuckerberg 首次提出
成立獨立董事會的構想，以加強對內容審查體系的監管，確保內容
公平與合理。Facebook 為此舉行了 6 次研討會、22 次會議，並評估
了 1,200 份書面建議。
Facebook 監督委員會成員任期為 3 年，分別來自法律界與新聞
界等背景。雖然有懷疑論者指出，Facebook 不可能將決策權外放至
外部單位，且相關條款仍處於灰色地帶，然而，Facebook 是具有全
球代表性的平臺，其設置獨立的監督委員會對於網路世界中的言論
自由議題有著重大意義，委員會若運作得當，未來例如 Twitter 等其
他大型平臺或許也會跟進，形成另一種對言論自由監管的趨勢，該

1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9-19/30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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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委員會自 2020 年 10 月 19 日起正式對外運作，開始針對人們交
付的爭議案件進行審查。在準備期間，所有委員已針對案例展開多
次審查練習，在過程中體驗不同文化背景下對相同事件正負評價的
價值觀差異。
Facebook 監督委員會是由 Facebook 獨立信託基金資助而成立
的公司，是獨立於 Facebook 的單位，其握有是否刪除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內容的最終決定權。40 名委員會成員分別來自世界各地，
包括前丹麥首相 Helle Thorning-Schmidt、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 憲 法 學 教 授 Michael McConnell 、 哥 倫 比 亞 法 學 院
（Columbia law professor）教授 Jamal Greene、洛斯安第斯大學法學
院（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faculty of law）院長 Catalina BoteroMarino。Thorning-Schmidt 同時擔任委員會共同主席。
我國目前在委員會中擔任委員的陳憶寧教授表示2，委員會是基
於言論自由精神，針對被申訴之言論進行審查與判定，她肯定言論
自由的重要性，儘管在這個匿名的網路時代，言論自由勢必與其他
價值產生衝突，但她依然相信企業可以透過自我管理來因應。
Facebook 平臺言論眾多，委員會僅能處理具有「高困難性」與
「顯著意義」特質的案子，目前討論的焦點在於仇恨性言論是否過
當，而言論的性質會因時空背景不同而有不同意義。部分言論在提
出的時候，審查委員認為那是「大膽而有創意」的言論，但歷經時
光遞嬗後，此類言論被視為荒誕不羈，然而，根據言論自由的原則，
這類言論仍須被保障。Botero-Marino 也表示，委員會無法處理所有
上訴，其將優先處理影響力較大可能擴及全球的案子。目前，它只
會接受「已被刪除內容」的案例。任何認為貼文被不合理刪除的用
戶都可提出上訴，但委員會不能保證處理。由 5 位委員會成員組成
2

〈言論自由與內容審查：失控的使用者 PO 文誰負責？〉。台灣網路講堂。
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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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組將在 90 天內對案件進行裁決。
委員會中委員的工作重點集中在：言論自由、民主、新聞、技
術、法治、兒童安全，以及公民人權保護等領域。選擇爭議案件的
權力在委員會，然而，Facebook 能挑選案件提交委員會審議，用戶
也可向委員會上訴3。
委員會的組成採利益迴避原則，過去或現任的 Facebook 職員不
得擔任委員會成員。委員會選擇在美國大選前成立，多少也與選舉
期間所產生的不實訊息議題有關，在選舉前，Twitter 與 YouTube 皆
宣布將加強針對大選不實訊息的管制4，在選舉期間，不實訊息與仇
恨性言論也層出不窮。
然而，監督委員會也面臨嚴厲批判。2020 年 9 月，有 25 位知
名的 Facebook 批評者宣布成立「真實的 Facebook 監督委員會」
，以
分析委員會的審核決策。此一批評也引起了國會議員針對監督委員
會是否有能力處理 Facebook 有害內容的質疑。

對不當言論管制之趨勢
近期美國針對其《通訊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第 230 條進行修改5，體現了加強平臺對其言論自由的決心，因平臺
業者處於第一線，深切了解平臺營運與可能產生爭議之內容，因此
「自律」普遍被認為是具有效率的方法。
美國做法是以業者自律為主，透過修改《通訊端正法》
，明確定
3

4

5

https://www.facebook.com/journalismproject/facebook-oversight-board-forcontent-decisions-overview.
何蕙安。〈美國假訊息大爆發 社群平台急推新措施〉。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2020/09/29
Rebecca Klar. House Democrats slam FCC chairman over “blatant attempt to help”
Trump. The Hill News. 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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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平臺業者應協助與促進優質內容散播，並不得散播犯罪內容，尤
其涉及兒少權益之部分。美國參眾兩院也多次提案針對選舉安全與
不實訊息立法，以保障國內選舉公平，且不受外國勢力干擾。由此
可知，強調小政府與去管制化的美國，在當代不實訊息與仇恨性言
論愈發氾濫的情境下，也逐步運用政府的力量進行管制。
目前，美國修法方向是強化業者責任，並未直接針對特定言論
嚴格禁止，然而，由此趨勢可初步分析，為了因應後真相時代6的挑
戰，美國已調整腳步，國內亦有官方機構指出須設置官方監理機構，
以強化業者自律之效果，只是監理辦法仍有爭議。

結語
綜上所述，後真相時代的言論自由面臨挑戰，而美國仍在構思
應對之方法，Facebook 全球獨立監督委員會上路後，代表強化業者
自律，此為目前平臺言論管制趨勢，至於政府未來是否會負擔更多
監管責任，或許因不同國情、文化、宗教對言論自由有不同想像而
產生不同制度。
然而，從美國修法以及議院積極倡議相關資訊安全立法可約略
窺探，美國政府正積極構思管制平臺言論卻又不損及言論自由之策
略，預計其將祭出更多制度，與平臺業者攜手合作管制不當言論。
參考資料：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522331-facebooks-oversightboard-begins-accepting-appeals

6

白榮銓。
〈後真相時代：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
思考？〉。臺灣網路科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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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COVID-19 疫苗供應鏈的網路攻擊並
不完全是戰爭罪

文／國際瞭望
COVID-19 的疫苗已通過研究階段並逐漸開始生產，然而，針對
疫苗供應鏈的網路攻擊也隨之增加。本文重點在於討論針對疫苗供
應鏈的網路攻擊是否構成違反國際法的要件，在國際法規範中，共
有戰爭狀態與非戰狀態兩種情境，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戰爭時期的國際法公約——《日內瓦公約》
根據《日內瓦公約》
，在任何情況下，民間醫院都不得成為攻擊
的對象，並得到衝突各方的尊重與保護。相關條約如下：
・第 20 條：即使處於戰爭狀態，仍應尊重及保護醫護人員。
・第 23 條：醫療供應鏈也應被保護，公約締約國應保障醫療用
品自由流通。
公約規範在 1949 年後被擴充，相關條文包括：在戰爭期間，禁
止敵軍進入民用醫院與醫療機構，以及針對醫療工作人員與醫療供
應鏈進行不當干擾。
由此可知，根據《日內瓦公約》
，在戰爭時期針對疫苗供應鏈、
相關機構以及人員的網路攻擊，已違反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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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時期的公約規範
根 據 2015 年 一 份 由 聯 合 國 「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GGE）所發布的報告，該小組同意了 11 個網
路空間中的「負責任國家行為規範」
。其中一項規範禁止各國行使或
支持「故意破壞關鍵基礎設施」或「以其他方式損害設施提供之服
務及營運」的相關行動。在 2020 年的談判中，澳洲認定在疫情流行
期間，醫學研究機構與衛生系統屬於關鍵基礎設施，聯合國「開放
工作小組」
（Open-ended Working Group，OEWG）
、澳洲、捷克、愛
沙尼亞、日本、哈薩克及美國亦覆議澳洲觀點。
今（2020）年三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分析指出，
國際法禁止所有國家干涉他國內政，而入侵醫療設施已達成干涉內
政之要件。2001 年通過的《布達佩斯網路犯罪公約》（Budapest
Convention）也明文禁止對維護公共健康及安全的必要電腦系統進
行攻擊。
綜上所述，無論在戰爭或非戰狀態，針對疫苗供應鏈的網路攻
擊應構成違反國際法之要件，然而，目前各國仍以外交協調為主要
應對這些威脅的手段，此篇報導認為，或許在此非常時期，應採更
嚴厲的手段對待這些非法行徑。
相 關 連 結 ： https://www.zdnet.com/article/cyber-attacks-on-covid-19vaccine-production-are-not-quite-a-war-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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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議題

透過 RFC 探索網際網路發展史

文／Adam McFillin

資料來源：APNIC 部落格

Kazemi 的早期網路歷史回顧計畫主要是針對 1969 年發出的第
1 則 Request for Comments（RFC）至第 365 則 RFC，在具有歷史里
程碑意味之 50 週年（2019 年）的元旦起依序每日檢視並評論 1 則
的內容，以期能自早期建構新技術的標準制定者彼此溝通的歷程與
經驗中學習。
大家可能以為回顧這 365 份技術規格文件是艱難任務，但事實
上這些早期文件當中有許多並非正式文件，可能只是一個提案、一
個計畫、一個通知，或只是一份會議紀錄。Kazemi 用紙張版本的
mailing list 來形容這早期的 RFC 系列，這些文件透過人工方式維護，
並透過郵寄方式將文件寄送至 ARPANET 有關人士，也是我們當今
所說的「網路社群」
，在一開始，這所謂的網路社群其實只包含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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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員（RFC3 中有描述）。
一直到 RFC114 之後，這些 RFC 文件才真正開始透過電子方式
傳遞，而 RFC114 正是有關 FTP 的標準；此項第一次出現的 FTP 標
準和當今我們所使用的 FTP 標準有很大的差異，一直到 1972 年版
本的 FTP 才與當今版本類似。
在前 365 個 RFC 涵蓋的三年期間，關於聯網主機命名方式的課
題一直是爭議點，即便到了今日，域名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仍是熱門爭論議題。儘管這些早期 RFC 出現的許多協議現在已被新
的標準取代，或甚至根本沒有實現，但仍有一些協議一直沿用至今，
Kazemi 以 Telnet 為例，說明當今仍能依 1971-72 年所訂規範來建立
Telnet Client。
儘管 Kazemi 所回顧的早期 RFC 所涵蓋時期，當今網際網路的
主要基礎建設標準尚未出現，不過運用 RFC 來討論與發展網路互聯
標準的方式持續至今，目前則是由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帶領討論。
RFC 的影響力也隨著網際網路發展而增加，到了 1972 年 7 月
RFC 365 發行時，發布對象的列表已增加至大約 50 個不同的機構，
如今 RFC 的作者數量已達數千人，且對網際網路標準制定過程有興
趣的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其中。
有關 Kazemi 的歷史 RFC 回顧計畫的內容可參考此網址，另外
還有個有關 RFC 的 50 週年紀念 RFC 8700，也值得看看。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An RFC a day reveals
an Internet in the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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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號碼位址政策亮點

文／Sanjaya

對 APNIC 而言，2019 年是充滿挑戰及工作的一年。APNIC 副
總經理 Sanjaya 回顧去年，向社群介紹 APNIC 在 2019 年成功實施
的 4 個號碼位址政策提案。

IPv4 發放
去（2019）年 2 月，「調整 103/8 IPv4 位址最大配發數量改為
/23」的 127 號提案於韓國大田 APNIC47 正式以共識決議通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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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當時已提出的 IPv4 資源申請能被公平處理，APNIC 執行委
員會（Executive Council, EC）決定該政策立即生效。在那之後，
APNIC 內 部 相 關 人 員 便 積 極 與 各 國 網 際 網 路 位 址 註 冊 機 構
（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 NIR）合作，確保所有相關申請都依政策
實施發放。

自治系統號碼（Autonomous System Number, ASN）發放
任何有獨立網路且需要和其他自治系統連結的單位，都需要申
請 ASN。自從去年 7 月「ASN 不強制多重介接（multihoming）」128
號提案生效後，各單位取得 ASN 變得容易許多。APNIC 觀察也證
實，新政策對 ASN 申請的數量沒有任何影響。

IPv6 發放
2019 年取得最多 IPv6 位址的是中國，主要集中於研究、教育網
路，還有雲端應用服務供應商。除了中國，2019 年前取得 IPv6 數量
前 10 名依高至低排序分別為：澳洲、新加坡、印尼、孟加拉、印度、
臺灣、越南、日本及香港。

位址轉移
如同 2018 年，2019 年間 IPv4 位址轉移數量持續增長，其中領
先的五個地區分別是中國、日本、香港、印度及澳洲。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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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Resourcing 2019: by
the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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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GDPR 與美國加州
消費者隱私保護法 CCPA 之比較

文／國際瞭望

1.前言
歐盟在 1995 年制定了「個人資料保護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隨著數位經濟科技發展與全球化影響，個人資料保護議
題帶來許多新的挑戰，2016 年通過被稱為史上最嚴格個資法1的「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取代
了先前的法規，並在實際執行前給予歐盟兩年的緩衝期，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實施2。
另一方面，加州消費者隱私權組織（Californians for Consumer
Privacy）有感於許多大型企業長期以來對於消費者的個人資料取得
輕易，而一般消費者卻幾乎無權拒絕提供，亦無法得知大型企業究
竟掌握了多少個人資料，該組織認為，蒐集了大量個人資料的大型
企業，應有責任提供消費者選擇是否提供資料的權利，亦應揭露其
所使用個人資料的方式以及其所分享的對象，故於 2017 年提出草

1

2

高敬原。〈沒有人是局外人！史上最嚴個資法衝擊全球，帶你搞懂什麼是
GDPR〉。數位時代。2018/05/25。
Andrew Rossow. The Birth Of GDPR: What Is It And What You Need To Know.
Forbes.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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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並於次年蒐集了 629,000 份連署；加州州長於 2018 年 6 月 28 日
簽署了 CCPA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3），並於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4。
GDPR 與 CCPA 是歐盟與美國加州個別推動的，極具代表意義
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但兩者之間仍有許多重要的差異，代表歐美
監管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所呈現的兩種不同管控取向。
「隱私權未
來論壇」
（Future of Privacy Forum, FPF）與隱私顧問諮詢企業「唯一
相信數據指南」（OneTrust DataGuidance）首先於 2018 年 11 月底共
同發表了 GDPR 與 CCPA 的比較分析5，後於 2019 年 12 月底更新了
這份分析報告6，以下本文將就此報告內容進行重點摘譯7。

2.適用對象
GDPR 的管轄較廣泛，包含所有蒐集與處理歐盟居民或公民資
料的營利事業；CCPA 則聚焦於管轄「以營利目的處理個人資料的企
業」
，為被管轄實體設置了「年收入金額門檻」及「消費者、家庭
和設備數量門檻」
，主要針對風險影響程度和範圍較大的實體進行
管轄。
CCPA 具體的管轄條件為（1）處理加州居民個人資料的實體，
且（2）該實體以營利為目的並滿足以下一個或多個條件：
（a）年度
總收入超過 2,500 萬美元；
（b）每年獨自或與他人聯合，為商業目的
3

4

5

6
7

Issie Lapowsky. California Unanimously Passes Historic Privacy Bill. WIRED.
2018/06/28.
GILAD EDELMAN.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CCPA. WIRED.
2020/01/01.
Gabriela Zanfir-Fortuna, Michelle Bae. CCPA, Face to Face with the GDPR: An
in 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FUTURE OF PRIVACY FORUM. 2018/11/28.
Casey Crane. Comparing Privacy Laws: GDPR v. CCPA. 2019/12/18.
CCPA vs GDPR | Compliance with Cookiebot. Cookiebot. 202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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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分享 50,000 筆以上消費者、家庭或設備的個人資料；
（c）高於 50%的年收入來自於出售消費者個人資料。
兩個法案最大的共通點則是，皆只保護自然人，不包含法人。

3.罰則
(1)罰鍰
違反 GDPR 各條規定的企業，可能受到的行政罰鍰為 1,0002,000 萬歐元，或 2%-4%的全球年營業額，擇高處罰，且根據侵權狀
況而定，目前為止最高的罰款，是由法國資料主管機關對 Google 開
出的 8 5,000 萬歐元；而因個資遭竊或其他個資安全相關行為違反
CCPA 之公司，若遭到加州總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 of California）
起訴，則須賠償法院判定之金額，故意違反者每次最高可罰 7,500 美
元，非故意違反者最高可罰 2,500 美元。

(2)主管機關
根據 GDPR 條款，在歐盟乃由各國資料保護主管機關負責相關
業務，並具有調查的權力，也就是可以針對有疑慮的企業進行稽核，
不僅能提出警告並指派資料控管者9（data controller）遵守 GDPR，
8

9

The CNIL’s restricted committee imposes a financial penalty of 50 Million euros
against GOOGLE LLC. CNIL. 2019/01/21.
兩個 GDPR 的名詞定義，一是資料控管者（Data Controller）
，其二是資料處
理者（Data Processor）
。所謂資料控管者，係指掌握個人資料，並決定處理個
人資料之目的、條件與方法者，如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之企業。而資料處
理者則為依據資料控管者的指示而為實質處理資料者，如受委託之資料處理
業者。何念修。
〈釐清控管者與處理者角色 資料跨境傳輸確保合規〉
。網管
人。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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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禁止資料處理、處以行政罰鍰，並要求其刪除不法獲得的資
料；而 CCPA 則比較單純，僅由加州總檢察長負責啟動調查與起訴。

4.法案處理的問題
(1)個資定義：GDPR 的個人資料與 CCPA 的個人資訊
GDPR 定義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為「指能夠識別（直接或
間接）或者足以識別自然人〔或資料主體（data subject）〕個人資料
的任何相關資訊」
，例如身分證字號、定位資料，或任何涉及自然人
個別的生理、心理、精神、遺傳基因、社會文化認同、政治思想、經
濟地位等不同形式的資料。
CCPA 則是將個人資訊（personal information10）定義為「識別、
關聯、敘述、能夠合理與特定消費者或家庭直接或間接關聯的資訊」
，
例如：真實姓名、別名、郵寄地址、特殊個人辨識字（unique personal
、IP 位址、電子郵件地址、帳戶名稱、社會安全號碼（Social
identifier11）
Security number）、駕照號碼、護照號碼，或其他類似的識別號碼。
兩者之間的差別是，GDPR 僅限於個人，而 CCPA 的定義較為廣泛，
納入了家庭。
此外 GDPR 創造了一個稱為「敏感個人資料」
（sensitive personal
data12）的特種類別，也就是在處理與揭露種族、政治思想、宗教信

10

11

12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
sectionNum=1798.140.&lawCode=CIV
根據條文解釋，unique personal identifier 指的是「可辨識消費者個人、家庭
或與消費者或家庭連結的設備，跨時且跨越不同服務」
，例如，IP 位址、cookies、
beacons、像素程式碼（pixel tags）
、消費者電話、特殊別名等；家庭指的則是
法定監護人或家長。
https://gdpr-info.eu/art-9-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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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或工會會籍身分（trade union membership）相關的個資，以及為了
辨識一個自然人而處理的基因資料、生物性資料、與健康相關的資
料、與自然人的性生活或性傾向有關的資料等，皆應該被禁止，這
類個人資料並不見於 CCPA。
最後，在 CCPA 的定義中，公開資訊並不被視為個人資訊13。

(2)同意的方式
GDPR 在第 6 條14設定了關於蒐集與利用一般個人資料之合法
事由規範，為企業提供了可以進行差異化選擇的法律依據，比如資
料主體明確同意、企業是基於履行合約之必要、為執行公共利益或
公務行為等情況，意即，GDPR 中有「合法利益」的概念，允許能夠
證明「合法利益」的企業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未經同意合法處理個
人資料，比如預防犯罪、欺詐監測等。
然而 CCPA 不具此項概念，適用於 CCPA 的企業可以任意使用
資料，除非消費者「行使退出權（opt out）
，拒絕自己的個人資訊被
販售」
，對此，企業須明確標示其隱私權政策，以及「不同意出售我
的個人資訊」按鈕，並指導消費者行使該權利。
換言之，GDPR 採取選擇「加入」的方式，
「當事人同意」是企
業處理個人資料的重要依據，因此企業須主動獲取；而 CCPA 採取
選擇「退出」的方式，消費者有權指示企業停止向第三方出售其個
人資訊。

13

14

“Personal information” does not include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sectionNum=
1798.140.&lawCode=CIV
https://gdpr-info.eu/art-6-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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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論
GDPR 與 CCPA 的立法目的十分相似，都是透過規範企業處理
資料的行為，強化其保護責任，並設定較為嚴格的處罰，旨在加強
對個人資料和隱私的保護。
GDPR 聚焦在為歐盟創造一個「預設隱私」
（Privacy by Default）
的法律框架，賦權歐洲人「資料取得權」
（Right to Access）
、
「被遺忘
權」（Right to be Forgotten / Data Erasure）以及「資料可攜權」（Data
Portability）
；而 CCPA 僅為美國單一個州的立法，且從立法背景上僅
為美國隱私立法的一環，旨在為加州的消費者創造個人資訊的透明
度。兩項法律雖有根本上的不同之處，卻一樣在歐洲與美國為隱私
與資料自主創造了創新的法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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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警方對於人臉辨識的使用現況與爭議

文／國際瞭望
人臉辨識（facial recognition）系統即利用生物特徵辨識軟體，
繪製影片或照片中的人臉特徵，然後系統就會嘗試在資料庫中比對
這些資料，進而確認其身分。警方經常透過人臉辨識科技，在數百
萬張照片中找到可疑罪犯與目擊者，這樣的技術也被使用在學校、
公司等場所的監視系統或門禁系統。然而，人臉辨識的爭議性一直
很大，Google 早在 2017 年便表示擁有這項技術，但決定停止更多
的發展1，本文以下盤點人臉辨識在歐美警方執法使用上的狀況以及
相關爭議問題。

人臉辨識技術服務提供廠商的爭議性資料庫
美國國會審計處（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2019
年 6 月釋出報告2顯示，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轄下「人臉分析比對評估」（Facial Analysis,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FACE）單位，不僅可存取「下一代識別」
（Next Generation
Identification, NGI）系統中 3,000 萬名公民與罪犯的照片，更能存取
包括聯邦與州政府資料庫中的駕照與護照申請人照片，兩相加總一
1

2

Bianca Bosker. Facial Recognition: The One Technology Google Is Holding Back.
Webcache. 2017/12/06.
https://www.gao.gov/assets/700/6994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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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逾 6 億 4,000 萬張人臉照片可供搜查比對。相較於 GAO 在 2016
年發布的報告，這個資料庫竟然增加了 2 億 3,000 萬張照片3。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於今（2020）年初報導4，人臉
辨識新創公司 Clearview AI 於 YouTube、Facebook 等數以百萬計的
網站上，搜刮超過 30 億張臉部影像作為自己的資料庫，並提供給執
法單位協助辦案，在 2019 年已經有超過 600 個執法單位使用這項服
務5。經過紐約時報的披露後，這家公司便處於多項風暴中，不僅遭
到被搜刮資料的科技公司們反彈6，引發多項訴訟7，也引起駭客覬
覦，於今年 2 月底遭受攻擊導致資料外洩8，Apple 在當月便下架了
9

這個服務的 app。
即便如此，今年仍有多項報導指出，包括加拿大多倫多

（Toronto）
、安大略省渥太華（Ottawa）與漢米爾頓（Hamilton）
、哈
利法斯（Halifax）
、加拿大皇家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以及英國倫敦警察廳（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 MPS）
等警方單位皆承認10或多或少使用過上述的人臉辨識 app 協助辦案，

3

4

5

6

7

8

9

10

Jennifer Lynch. Same Problem, Different Day: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Updates Its Review of FBI’s Use of Face Recognition—and It’s Still Terribl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2019/06/06.
Kashmir Hill . The Secretive Company That Might End Privacy as We Know It.
The NY Times. 2020/01/18.
Donald Gilliland. Facial Recognition: The Other Reason We May Need a Face
Mask. Text, TheHill. 2020/05/16.
Jon Porter. Facebook and LinkedIn are latest to demand Clearview stop scraping
images for facial recognition tech. the Verge. 2020/02/06.
Corinne Reichert. Clearview AI facial recognition company faces another lawsuit.
2020/02/13.
Kate O’Flaherty. Clearview AI, The Company Whose Database Has Amassed 3
Billion Photos, Hacked. Forbes. 2020/02/26.
Devindra Hardawar. Apple blocks Clearview AI’s iPhone app. Engadget.
2020/02/28.
https://globalnews.ca/tag/clearview-ai/https:/globalnews.ca/tag/clearvie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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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確實因而逮捕到犯罪者。

人臉辨識技術中的種族與性別歧視
人臉辨識技術運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系統，透
過大數據尋,找並辨別規律、模式，但在過程中卻也複製了隱含在這
些數據中的制度性偏見，舉例而言，如果人工智慧系統的學習素
材多為白人男性影像，則這個 AI 就會變成最適合用來辨識白人男
性臉部。
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去年底的報告指出11，多數臉部辨識技術都會出
現人口統計差異，就人類的年齡、性別或種族而降低辨識準確率，
出現準確落差，舉例來說，亞裔、非裔美國人被辨認錯誤的機率遠
比白人高 100 倍，其中又以美洲原住民在臉部辨識時，出現假陽性
（false positive）的機率最高。
此外，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的研究員 Joy Buolamwini 發現12，包括 Amazon 等科技巨擘開發的
臉部辨識軟體，在辨識深膚色女性的性別時，錯誤率較辨識淺膚色
男性的性別高出許多，她的研究13已經成功刺激 Microsoft、IBM、
Amazon 等企業改善自家系統14。

11

12

13
14

Sarah Henderson. NIST Study Evaluates Effects of Race, Age, Sex on Face
Recognition Software. NIST. 2019/12/19.
Steve Lohr. Facial Recognition Is Accurate, If You’re a White Guy. The New York
Times.2018/02/09.
https://doteveryone.org.uk/wp-content/uploads/2019/06/AIES-19_paper_223.pdf
Shona Ghosh. Amazon, Microsoft, and IBM Are under Pressure to Follow Google
and Drop Gender Labels like ‘man’ and ‘Woman’ from Their AI. Business Insider.
20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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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臉辨識技術的合法使用或禁用
2019 年 5 月，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率全美之先，立法
禁止15市內的官方單位使用臉部辨識，例如交通部門或是執法單位；
到了 9 月中旬，繼奧勒岡州（Oregon）
、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
之後，加州（California）議會通過法案16，成為美國第三州立法禁止
警方使用人臉辨識隨身錄影17，在未來 3 年內全州警察的隨身器材
都不准應用臉部監控。
而原本在 2020 年 1 月初時傳出歐盟有意18在公共場所禁用臉部
辨識 3 到 5 年，演變到 2 月時卻放棄19了這項禁令的規劃，更傳出
歐盟相關文件20顯示奧地利警方提議建立泛歐人臉辨識資料庫，且
總計已取得 10 個歐盟國家的認同，希望每個歐盟會員國能夠共享人
臉辨識資料庫，還呼籲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出面，促成歐盟與
其它非歐盟國家共享生物辨識資料。其實歐盟的 27 個會員國已建立
Prüm 系統21，可相互存取彼此的 DNA、指紋及車輛註冊資料庫，奧
地利的提議其實就是想把 Prüm 系統從原有的內容延伸到人臉辨識。

15
16

17

18

19

20

21

Dave Lee. San Francisco is first US city to ban facial recognition. BBC. 2019/05/15.
This author Nicholas Chan is a journalist who covers politics and culture. ThreeYear Moratorium on Facial-Recognition in Cop Cams Awaits Gov. Newsom’s
Signature. San Jose Inside. 2019/09/19.
By Haley Samsel. California Becomes Third State to Ban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in Police Body Cameras. Security Today. 2019/10/10.
EU Makes Move to Ban Use of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s. Science｜Business.
2020/01/21.
EU Drops Idea of Facial Recognition Ban in Public Areas: Paper. Reuters.
2020/01/29.
Zach Campbell and Chris Jones. Leaked Reports Show EU Police Are Planning a
Pan-European Network of Facial Recognition Databases. The Intercept (blog).
2020/02/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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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工智慧倫理架構

文／國際瞭望
曾任職於美國國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負責研發軍用高科技之行政機構——國防先進研究計畫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並擔任技術辦公室主任
的 John Launchbury 博士，提出了「人工智慧三階段」
（three waves of
AI）1的觀點。而目前人工智慧的發展正處於第二階段，也就是所謂的
「統計階段」
（Statistical Learning）
，意即以大數據（big data）為基礎，
發展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

圖 1 第一階段人工智慧發展特性
1

https://www.darpa.mil/attachments/AI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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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二階段人工智慧發展特性

圖 3 第三階段人工智慧發展特性

人工智慧的發展與問題
透過人工智慧技術，企業能輕易推估消費者的行為和偏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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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精準地提供產品和服務，然而人工智慧技術的相關爭議案例卻
層出不窮。
正如 Launchbury 博士提及第二階段人工智慧的困境之一，就是
偏頗的訓練數據（skewed training data）會造成人工智慧的適應不良
（maladaptation），最知名的案例就是 2016 年微軟研究院與 Bing 團
隊共同研發在 Twitter 平臺上推出的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上架不到
一天就被使用者灌輸資料教育成激進種族言論者2，在各方爭議下黯
然下架；另外一個案例是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2017 年
的一項研究3，利用人工智慧來辨認出同性戀者，引發許多討論與爭
議4，因世界上尚有像是汶萊、伊朗等 10 個國家5的法律，仍將同性
戀視為犯罪且可被處以死刑，人工智慧技術因而容易變成危險的工
具，更遑論技術上的誤判（false positive）可能造成的冤案。
上述兩個案例觸及的都是人工智慧技術使用上會碰到的道德問
題（ethic）
，如美國加州西部法學院知名科技法專家 James Cooper 教
授6在台北時報（Taipei Times）中撰文7指出，儘管不具有拘束力，但
在 2019 上半年，各國已展開研擬人工智慧的道德準則，因為這些準
則可以在不破壞各國產業政策的前提下，成為有利於處理人工智慧

2

3

4

5

6

7

林妍溱。〈微軟聊天機器人少女 Tay 被網友教成納粹份子，上線不到一天黯
然下場〉。iThome。2016/03/25。
Yilun Wang and Michal Kosinski. Deep Neural Networks Are More Accurate than
Humans at Detecting Sexual Orientation from Facial Images. OSFHOME.
2017/02/15.
Sam Levin. New AI Can Work out Whether You’re Gay or Straight from a
Photograph. The Guardian. 2017/09/07.September 7, 2017.
阿富汗、汶萊、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蘇丹、奈及利亞北部區域、葉門、
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索馬利亞、伊朗。(Afghanistan, Brunei, Mauritania, Sudan,
Nigeria (some northern states), Yemen, Saudi Arabia, Qatar, Somalia, Iran.)
James M. Cooper, Professor of Law, California Western School of Law in San
Diego.
James Cooper. Legislating an Ethical AI Approach. Taipei Times. 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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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在新科技產業中，要在資料隱私、網路安全問題與獲取商業戰
略優勢的期望中取得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不僅是期望控制人
工智慧的國家之間的競爭，同樣也是由誰來管制的競爭。

澳洲人工智慧倫理架構
2019 年 11 月，澳洲的「工業、科學和技術部」（Minister for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ren Andrews 部長宣布8了澳洲政
府的官方《人工智慧倫理架構》
（AI Ethics Framework）9，內容中最
重要的就是 8 條讓企業和組織在設計、開發、整合或使用人工智慧
時的自願原則，澳洲版「商業內幕」
（Business Insider）網站簡要列
出10這 8 條原則11對 AI 使用倫理進行的規範，包含：
1. 有益於人類、社會和環境的福祉：在整個生命週期內，AI 系
統應該對人類、社會以及環境造成益處。
2. 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在整個生命週期內，AI 系統應該尊重人
類的權利、多樣性與個人自主性。
3. 公 平 ： 在 整 個 生 命 週 期 內 ， AI 系 統 應 該 要 是 包 容 的
（inclusive）
、可取得的（accessible）
，且不該涉入或導致針對

8

9

10

11

Brett Worthington. Government’s Eth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sion a Far Cry
from Terminator-Style Robots. ABC NEWS. 2019/11/06.
Scienc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I Ethics Framework. Tex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Energy and Resources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Energy
and Resources). 2019/09/02.
James Henness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Its 8 Principles for the
Ethical Use of AI – but Killer Robots Don’t Rate an Explicit Mention. Business
Insider Australia. 2019/11/07.
Joseph Brookes. Big Business to Trial Government’s AI Ethics Framework.
Which-50. 201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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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群或團體不公平的歧視。
4. 隱私保護和安全：在整個生命週期內，AI 系統應該尊重並捍
衛隱私權利（privacy rights）以及資料保護（data protection）
。
5. 可靠性和安全性：在整個生命週期內，AI 系統應該可靠地運
作，並與預期目的（intended purpose）一致。
6. 透明度和可解釋性：當人們受到 AI 系統可觀的影響時，應該
要有透明且負責的公開揭露來確保人們知情，並且在 AI 系統
與之連結時，能夠察覺。
7. 可競爭性（Contestability）
：當 AI 系統可觀地影響到個人、
社群、組織或環境，應該要有立即的步驟讓人們能夠質疑這
個系統的使用，或是停止這個系統。
8. 問責制（Accountability）
：AI 系統不同階段生命週期的負責
人應該要能夠被辨識，且必須能夠承擔 AI 系統的後果，亦應
執行由人類監督 AI 系統的制度。
Karen Andrews 表示12，澳洲政府將會持續與專家合作，探索 AI
未來在澳洲發展的角色，與建立工具來協助 AI 的發展，其強調上述
8 條原則將鼓勵企業組織，為了澳洲而努力達到最好的結果，並以倫
理最高標準來執行；她也表示這項法案是基本的，且能協助建立人
民對 AI 技術的信任，相信 AI 是可靠的、安全的，且將會對人民的
未來產生正面影響。
目前包括國民銀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NAB）、
聯 邦 銀 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CBA ）、 澳 洲 電信
（Telstra）
、微軟（Microsoft）及 Flamingo AI 等公司，均已同意加入
測試這些倫理原則。

12

Justin Hendry. CBA, NAB and Telstra to Test Govt’s New AI Ethics Doctrine.
iTnews. 201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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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路普及」到「網路安全」
──EuroDIG 2020 之議題回顧

文／國際瞭望

資料來源：EuroDIG 2020

歐洲網路治理論壇（The European Dialogue on Internet
Governance, EuroDIG）於 2008 年創立，目標是促進歐洲人
積極參與網路治理多方利害關係人對話，分享專業知識與最
佳做法，針對不同的當代議題，一方面彙集各國見解，另一
方面尋求共識，進而型塑歐洲對於網路治理的展望與方向。
今年已邁入第 12 年的 EuroDIG 組織完善，整體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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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起，EuroDIG 每年 6 月或 7 月會在歐洲的不同城市舉
辦實體會議，主要是希望在年底幾個網路界的指標性大型會議――
ICANN 年度大會、聯合國 IGF、歐洲議會會議――前齊聚關注網路
治理人士，徹底討論當年的指標性議題後，整理出歐洲角度的多方
觀點，在年末的各大場合與其他國家分享。

EuroDIG 2020 改採線上會議舉辦
EuroDIG 2020 原訂今年 6 月 11 至 12 日於義大利狄里雅斯特
（Trieste）舉辦，然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延
燒全球，義大利更是屬於歐洲疫情嚴峻的地區；有鑑於此，今年的
EuroDIG 比照許多大型國際會議，將實體會議搬到線上舉行。
根據主辦方，今年 EuroDIG 宣布改成線上會議形式後，破紀錄
的吸引了 1,200 人報名參與。換個方式想，也可將此視為老天「關上
實體會議的門，開啟全球線上參與的窗」
。因疫情而不得不改變形式
的 EuroDIG，反而讓全球各地對歐洲網路治理討論有興趣，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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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其門而入的人，有機會和所有歐洲人一起參與線上討論。
在事前的準備會議中，來自各方的多方利害關係人決定了今年
EuroDIG 的焦點領域如下：
・合作、立法、標準化：針對「數位合作高階專家小組」
（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 DC）成果報告的討論。
・全民連網：所有連網相關議題，包括 5G、社區網路、東西歐
關係。
・資料治理與資料安全。
・媒體議題：假新聞、媒體識讀、新聞報導與記者。
・所有 DNS 相關議題：安全及標準。
今年 EuroDIG 收到約 180 個提案，精選出的兩天議程，除上述
焦點領域外，無可避免的新增若干場 COVID-19 相關議程。

EuroDIG 2020 熱門議題
EuroDIG 2020 以「歐洲數位經濟與 COVID-19 全球疫情：現況、
風險與機會」大會議程揭開序幕，與談人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數位經濟政策部長 Audrey Plonk 、歐洲理事會資訊社會部長 Patrick
Penninckx、歐洲電信網路營運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Operators’ Association, ETNO）執行董事 Caterina Bortolini，
以及 AREA Science Park 副秘書長 Stephen Taylor，可謂重量級人物
雲集。
「網路普及」始終是 COVID-19 相關的網路治理討論中，最關
鍵的議題之一。本議程中談到，多虧了網際網路的穩定及靈活性，
人們得以在疫情期間維持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在歐洲，短時間內激
增的線上學習、遠端工作需求，為寬頻業者帶來極大挑戰。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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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Prime、YouTube、Netflix 等均曾降低串流平臺上的影片畫
質，以應付因疫情暴增的網路用量。根據業者分享，疫情期間網路
訊務比過去暴漲了 60%。
網際網路儼然成為封城之下人們的救命索，但這也加速惡化另
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無法上網的弱勢族群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處
境。與談人皆同意，
「上網」不應是一種奢侈，相反的，連網能力應
被視為民生必需，無論社經階級都能輕易取得。
另一個因應疫情而生的熱門網路治理議題，是「防疫」和「人
權保護」之間的拉鋸與取捨。為了協助「抗疫」
，許多國家政府和科
技公司都致力於開發 COVID-19 接觸追蹤技術，但為了防疫而蒐集
的個人資訊究竟可以、或應該到達什麼程度，如何分辨「適度」與
「過度」，哪一條線跨越了就是「侵害人權」，都值得我們多方討論
反思。
議程中，與談人皆同意「健康安全」和「人權」同等重要，不應
該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項。也因此，任何接觸追蹤應用程式
都應有獨立的監管和稽核機制，最好相關政策及程式碼都透明公開，
供公眾檢視。以歐洲而言，任何相關程式的開發一開始就應納入資
料保護當局，而資料保護當局也應充分行使調查權，在需要的時候
及時介入，確保所有資料保護規範都一一落實。
「網路安全」是近年來最熱門的網路治理議題之一，本次
EuroDIG 相關討論包括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
加密技術及影響、網路空間的犯罪執法，以及網路安全與使用者信
心的關聯和交互作用等。
關於新興 DNS 加密技術 DoH（DNS over HTTPS）究竟是保護
使用者隱私，還是將控制權過度集中於瀏覽器業者，進而破壞網際
網路開放分散的本質及權力平衡，至今仍未有定論。但所有人都同
意加強教育一般使用者的重要，也唯有如此，使用者才能在了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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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技術的正反效應後做出知情選擇。
這也再次證明持續培養、強化一般大眾數位素養的重要，雖然
研究顯示使用者的自信和網路安全很可惜不成正比，但持續完善使
用者的網路安全認知、數位素養及媒體識讀能力，絕對是推動更安
全、更友善的網路使用環境不可忽視的關鍵。

GIP 的與會觀察結論
在 EuroDIG 的總結會議中，來自日內瓦網際網路論壇（Geneva
Internet Platform, GIP）的 Andrijana Gavrilovic 分享 GIP 全程參與
EuroDIG 的會議觀察，並提出重點結論：
・無論是兒童、家長、老師，或年長者，都需要更強化、更完
善的數位素養教育。數位素養教育不僅應有教無類，更應跨
領域進行。
・公民社會和政府都應更積極參與網際網路標準的制定流程。
但這不代表政府或公民社會有權主導流程，而是加強雙方的
互動交流，避免法規與技術實際應用脫節。
・高品質、可信的新聞是「假新聞」的剋星。為了持續製作好
新聞，一方面應確保公共媒體金源穩定，另一方面應保護媒
體自由免於威權壓迫。
・COVID-19 疫情為歐洲帶來的教訓之一，是「數位基礎建設
乃數位主權的根基」
。有鑑於此，歐洲未來應將重點放在加強
投資電信基礎建設，持續審視、調整歐盟內數位規範框架與
做法，並積極於國際平臺中發聲。
・我們應視「值得信賴」為任何創新的基礎。
「值得信賴」應透
過兩種形式呈現，一是產品的本質，二則是使用者感受。以
人工智慧而言，建立標準化的倫理框架可以是向此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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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一步。
若想進一步了解今年 EuroDIG 的完整議程，可參考此處，也可
在 YouTube 觀看會議錄影。EuroDIG 也將持續更新 EuroDIG 維基百
科，陸續補上 EuroDIG 2020 每場議程的摘要及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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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業為主導的國際網路規範

文／國際瞭望
網路威脅日益嚴重，包括以個人或組織為目標的勒索軟體攻擊，
或針對國家關鍵資訊基礎建設（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II）的駭侵行動等。基於此，國際上有越來越多透過建立「網路規
範（Cyber Norm）」來因應的嘗試，透過訂定適當的網路規範，約束
國家網路衝突行為，或限制惡意網路活動可能造成的損害。這些國
際網路規範主要由政府或非政府之利害關係團體透過不同的程序發
展出來，參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文章定義，網路規範發展程序可分為四類：多
邊外交規範（Multilateral norm diplomacy）、非官方規範（Private
norm）
、企業主導規範（Industry-focus norm）
，以及多方利害關係人
（Multistakeholder）。
本文將簡介上述四類程序，並特別針對「企業主導規範」進行
說明，主要考量為，此類別係由最貼近網路使用者的企業所發起，
應最能符合產業的實務操作需求，並能切中處理涵括組織與個人網
路使用者所面對的網路威脅。此外，在網路空間跨國之特性下，多
個政府要能平衡國家、政治、經濟與安全等考量以達成網路規範共
識恐更艱難，因此，由企業主導的網路規範或能成為未來網際網路
管理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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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外交規範的主要參與者為政府
此類規範的主要參與者為政府單位，場域則是在聯合國。近期
的發展案例係為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於 2018 年 11 月 8 日批准成
立，以制定「網路空間國家負責任行為」規則為目的之兩個工作組
提案，其一為俄羅斯提出的「聯合國第一委員會開放式工作組」
（Open-ended Working Group，OEWG），期能建立一套新的網路規
範；其二則是由美國主導，透過新創一個政府專家小組（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GEE）的方式，研究現有國際法如何套用於網
路空間。其他類似的多邊協商場域還包括上海合作組織、G7（Group
of Seven）1、G20（Group of Twenty）2等。

非官方規範主要參與者為專家智庫
非官方規範的主要參與者，是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專家，他們
為政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制定網路規範之建議。此種程序最早
始於 2014 年的「全球網路治理委員會」（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 ）， 近 期 還 有 如 「 卡 內 基 國 際 和 平 基 金 會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網路政策倡議》
（Cyber Policy Initiative, CPI）等。

1

2

7 大工業國組織，由世界 7 大已開發國家經濟體組成的國際組織，目前成員
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及日本。
由 7 大工業國組織（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及日本）
、金
磚 5 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
、7 個重要經濟體（墨西哥、阿
根廷、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韓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
，以及歐盟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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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主導規範以科技大廠為首
此類規範顧名思義是由企業所推動，最具代表性的兩個案例分
別 為 ： 2018 年 由 Microsoft 發 起 的 《 網 路 安 全 技 術 協 議 》
（Cybersecurity Tech Accord），以及由 Siemens 所主導的《信任憲
章》（Charter of Trust）。本文將於後段進一步介紹此兩項案例。

多方利害關係人程序強調過程公開
多方利害關係人程序的主要參與者，包括國家政府、國際組織、
企業、公民社會團體或學術界等，大家共同討論、識別或推動網路
規範的形成，這些多方程序不見得會直接訂出網路規範，而是提供
多方進行對話的論壇場域（例如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無論規範是由所有或部分利害關係人所
訂定，此程序最大的特色是強調「公開」
。2018 年由法國總統馬克宏
所提出的《巴黎籲請信任與安全的網路空間》
（Paris Call for Trust and
Security in Cyberspace）
，以及紐西蘭總理發起的《基督城呼籲》
（The
Christchurch Call）行動皆歸於此類。

企業主導規範案例一：網路安全技術協議
《網路安全技術協議》係 2018 年 4 月，由 Microsoft、Facebook、
LinkedIn、Cisco 以及 Dell 等科技公司，共同做出提升網路空間安全、
穩定與靈活性的公開承諾，並強調將保護所有客戶免於受到網路犯
罪集團及國家政府所發動的惡意攻擊。此協議包含以下 4 大核心原
則：
1. 無所不在的保護使用者與客戶：透過開發以安全、隱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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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及可靠性為優先考量的產品與服務，致力保護所有使用者
與客戶。
2. 反對以公民與企業為對象的網路攻擊：在開發、設計、行銷
與使用技術產品及服務時，預防竄改與漏洞被利用；承諾不
幫助政府以任何方式對無辜的公民與企業發動網路攻擊。
3. 賦予使用者、客戶及開發商能力：為產品開發的生態系統提
供必要的資訊與工具，使其理解當前與未來威脅；支持公民
社會團體、政府及國際組織推動網路安全。
4. 合作加強網路安全：與業界、公民社會團體，以及安全研究
人員建立夥伴關係，改善技術合作，並協調漏洞揭露與威脅
資訊的分享。
截至本文撰稿時（2020 年 7 月 6 日）
，已有超過 140 家業者簽
署該協議，詳細清單可參考《網路安全技術協議》網站；多數簽署
者係來自歐美國家，亦有少數的亞洲及南美國家企業。

企業主導規範案例二：信任憲章
2018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Siemens 和另外 8 家合作夥
伴企業共同宣布簽署《信任憲章》
，依據該網站資料，目前參加者已
經增加至 17 家企業，包括德國與美國主要科技業者，以及少數亞洲
企業。亞洲企業的加入始於 2019 年 9 月日本的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之後又有日本電信業者 NTT 加入。比較特別的
是，以「準會員」身分參加的還有政府單位及學校，包括德國聯邦
資訊安全辦公室（German Federal Off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BSI）、西班牙國家情報中心（Centro Nacional de Inteligencia, CNI）
轄下的加密中心（National Cryptologic Center of Spain）
，以及奧地利
的格拉茨科技大學（Gra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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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憲章》包括 3 大目標以及 10 項原則，該 3 大目標分別
為：保護個人和企業資訊資產；防止網路攻擊對人員、公司和基礎
設施造成傷害；以及建立使人們對網路化數位世界信任的可靠基礎。
《信任憲章》所提出的 10 大原則概括內容整理如下：
1. 透過指派特定部門或資訊安全長職務，將安全責任落實於政
府和企業最高層級，並在整個組織內建立明確的措施與目標，
以及「資訊安全，人人有責」的組織文化。
2. 將責任貫穿整個數位供應鏈，訂定風險管理原則，以確保物
聯網的所有層級均有足夠的安全防護，得以維護資料的機密
性、真實性、完整性與可用性。
3. 在設計產品、功能、流程、技術、營運、結構與商業模式的
過程中，均將「安全性」列為預設配置（Security by default）
。
4. 以使用者網路安全需求為中心，提供產品、系統、服務以及
指南。
5. 推動及鼓勵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加深雙邊對於網路安全要求
與規則的理解。
6. 在大學、專業教育訓練機構引入網路安全課程，滿足未來技
能和工作需求。
7. 針對關鍵基礎設施及關鍵性物聯網方案，由政府或企業建立
強制性的獨立第三方驗證機制。
8. 參與業界網路安全聯絡網，共享情報、事件通報等資訊。擴
大事件通報範圍，不再僅限於關鍵基礎建設。
9. 在法規與標準領域推動多邊合作，將網路安全規則納入自由
貿易協定中。
10. 加入本倡議，實施上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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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觀察、觀察再觀察
本文中提到的各種網路規範發展程序，儘管方法各異，但都有
著類似目標，甚至可以彼此合作；例如，
《網路安全技術協議》與《信
任憲章》均已簽署《巴黎籲請信任與安全的網路空間》
，顯示由企業
主導的規範也可以與其他程序的規範進行合作。
時間尚未能證明，這些網路規範，特別是企業主導的網路規範，
是否正在朝向成為全球網路空間的行為準則。但學者 Robert Gorwa
及 Anton Peez 對於企業主導的網路規範，則是抱持消極看法，以《網
路安全技術協議》為例，其認為業者加入該協議的公關宣傳目的遠
高於自願遵守規範的義務目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簽署《網路安
全技術協議》的企業當中，只有一半以下發布相關聲明，特別是如
Facebook、Cisco、HP 等指標性的大型科技業者，都在沉默之列，而
網路巨擘 Google 甚至缺席於簽署行列中。
儘管如此，由企業主導的網路規範，已展現出異於過往由政府
主導的典範模式，也受到不少公民社會團體或非政府組織的認同。
整體而言，網路社群對網路規範的未來仍具信心，期待始於非正式、
寬鬆的規範或協議，能逐步發展成為在社會及法律層面都可立足的
牢固規則。

參考資料
1. CHRISTIAN RUHL,

DUNCAN HOLLIS,

WYATT HOFFMAN,

TIM MAURER. Cyberspace and Geopolitics: Assessing Global
Cybersecurity Norm Processes at a Crossroads. 2020/02/26.
2. Alex Grigsby. The United Nations Doubles Its Workload on Cyber
Norms, and Not Everyone Is Pleased. COUNCIL on FOREIGN

趨勢議題

73

RELATUONS. , 2018/11/15.
3. Cybersecurity Tech Accord. TECH ACCORD.
4. Chapter of Trust.
5. Robert Gorwa, Anton Peez. Big Tech Hits the Diplomatic Circuit:
Norm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Advocacy, and Microsoft’s Cybersecurity
Tech Accord. SocArXiv. 2018/12/11.

74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COVID-19 時代的隱私議題

文／國際瞭望
華盛頓郵報調查報導，五分之三的美國人不願意或無法使用由
Google 及 Apple 研發的 COVID-19 接觸史追蹤警告 app，六分之一
的成人不能使用這個 app，因為他們沒有智慧型手機，65 歲或更年
長者擁有智慧型手機的比例是最低的；而擁有智慧型手機者當中，
不願意跟願意使用上述 app 的比例剛好各半。
不願意使用這個 app 的群眾，主要的考量是不信任這兩家科技
巨擘會保護用戶的醫療隱私資料，而科學家表示，至少需要有 60%
的民眾一起使用這個 app，才會產生作用。對於科技公司的不信任並
不是甚麼新鮮事，2019 年 11 月時，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表了美國民眾對於網路隱私看法的調查結果，調
查中顯示，超過 60%的美國人認為，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不可
能不被政府或科技公司追蹤。
由於這些科技公司的不被信任，政府規範科技公司的隱私法令
也越來越常見，例如 2019 年眾議院通過法案，賦權「聯邦貿易委員
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對違反隱私的科技公司進行至
多 4%利潤的罰鍰。加州近來也施行新的隱私法，嚴格要求網路公司
提供加州消費者能夠選擇不讓自己的個資被販售給第三方、能夠刪
除自己的資料、能夠審視自己被蒐集的資料，以及能夠看到已購買
自身資料的第三方身分。
而民眾不願意使用接觸史追蹤 app，這可能是一種社會訊號

趨勢議題

75

（societal signal），也就是現在政府必須停止對網路的不干涉政策
（hands-off policies）
，這些不干涉政策大多在 20 年前 AOL（美國著
名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征服世界的時候所制定，因當時立法者
並不想壓抑這個剛萌芽的產業。但現在這些科技公司是世界上最大
最富有的，所以沒有理由不去規範他們所進行的行為。
參考資料：
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200603-privacy-in-the-age-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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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ake 技術及其犯罪應用

文／國際瞭望

什麼是 Deepfake
Deepfake（深偽）的影片大約在 2017 年開始在網路上流傳1，進
而為公眾熟知，目前有許多關於 deepfake 的議題，包含人工智慧倫
理、不實訊息、資訊與網路的開放，當然還有法規。
所謂的 deepfake，就是一種可以將世界上任何人的臉剪貼到另外
一份他們完全不曾參與的影像或是照片上，藉此以假亂真的技術2；
unite.ai 網站上的機器學習專家 Daniel Nelson 則認為3只有被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系統，特別是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s）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影音才夠資格稱之為 deepfake。
發展 deepfake 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訓練期（training phase）
，
也就是處理原始影片操控；第二階段為測試期（test phase）
，最重要的
元素就是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因為機器學習讓電腦能夠快速
且簡易的自動產出影音成品；而深度神經網路則是使用真人影片來進
行訓練，讓這個網路能夠學習人們如何在目標環境下進行觀看及移動。
受過訓練的深度神經網路接著就被使用在另外一個人類的影像
1

2

3

Rob Toews. Deepfakes Are Going To Wreak Havoc On Society. We Are Not
Prepared. Forbes. 2020/05/25
Sally Adee. What Are Deepfakes and How Are They Created? – IEEE Spectrum.
IEEE Spectrum. 2020/04/29.
Daniel Nelson. What Are Deepfakes?. Unite.AI (blog). 20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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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並使用額外的電腦畫面技術進行擴增（augmented）
，將兩個影
像互相結合。而編碼演算法（encoder algorithm）則被用來決定原本
和目標臉孔的相似度，一旦臉部相似的部分被獨立出來，這時就會
使用到所謂 decoder 的另一種人工智慧演算法。
Decoder 檢視被編碼（encoded，或稱壓縮 compressed）的影像，
並在原本影像的特徵上重建（reconstructs）這些影像。這時會使用到
兩個 decoders，一個用在真實主角 A 的臉上，一個用在目標生成主
角 B 的臉上；而為了讓這個換臉動作能夠進行，使用主角 A 受訓練
的 decoder 會被餵食許多主角 B 的照片，結果就是主角 B 的臉被主
角 A 的臉部表情與角度所重製。

▲Deepfake 的兩個階段
資料來源：Gi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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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技術上，製作 deepfake 影音還需要花上一些時間，製作
過程中製作者也必須全時段手動調整參數，因為不佳的參數將導致
成品不夠完美以及畫面斷續干擾（glitches）
，這種品質的假影片也就
不夠取信於人了。
雖然大多數 deepfake 被認為是由一種稱之為生成對抗網路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的神經網路所製造，但其實
今日絕大多數的 deepfake 都不是倚賴 GAN 技術。訓練 GAN 需要花
上相當大量的訓練數據，且比起其他影像產出技術，GAN 經常要花
比較久的時間來演算繪製（render）出成像；此外，GAN 在靜態圖
片上的產出也比動態影像要來的好，因為 GAN 在維持影格到影格
間的相容性（frame 或譯為「訊框」）時有困難，比較常見用來製作
deepfake 的是編碼或多重 decoders。

Deepfake 對女性及政治的影響巨大
根據 CNN 於 2019 年的報導4，在網路上流傳以 deepfake 技術製
作的影片，從 2018 底由荷蘭網路安全新創公司 Deep Trace Lab 統計
的 7,964 支，到了 2019 年統計為 14,678 支，足足成長了 84%，其中
大部分都是色情影片。雖然多數關於 deepfake 技術的討論都著重在
其可能造成政治舞台上的資訊戰，但 Deep Trace Lab 在該公司調查
報告《Deepfake 現狀：前景、威脅與影響》也指出5，其實最緊急的
問題應該是色情影片。

4

5

Rachel Metz. The Number of Deepfake Videos Online Is Spiking. Most Are Porn.
CNN. 2019/10/07
Henry Ajder et al.. The State of Deepfakes: Landscape, Threats, and Impact.
Amsterdam: Deeptrac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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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報告中指出，96%被發現是 deepfake 的影片含有色情內容，
而全部的色情內容中都有女性；此外，在 9 個專門放 deepfake 色情
影片的網站上已有超過 13,000 支影片，這些網站有廣告商贊助，提
供用戶以女性名人或明星臉孔合成的色情影片；而在全球 10 個最受
歡迎的色情網站中有 8 個網站上含有 deepfake 內容。
除了色情影片之外，deepfake 也被利用於影響政局，以下舉出 2
個知名的案例：

1.印度政治人物運用 deepfake 作為競選宣傳6
今（2020）年 2 月德里議員選舉揭幕前一天，印度人民黨
（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黨魁 Manoj Tiwari 的兩段影片在
WhatsApp 上大肆流傳，內容是批評對手 Arvind Kejriwal 以及鼓勵選
民投給 BJP；其中一段原始影片的語言是英語，而另一段 deepfake
產出的影片則是以印度方言述說，這個方言也是 BJP 目標選民使用
的主要語言；而這是 BJP 與 The Ideaz Factory 這家政治溝通公司合
作的企劃，目的是吸引使用超過 20 種語言的印度選民，BJP 向媒體
VICE 表示7，這支影片在 WhatsApp 上的 5,800 個群組裡，大約有
1,500 萬個用戶看過，這是全球首見使用 deepfake 技術作為公開選舉
宣傳之用。

6

7

Charlotte Jee. An Indian Politician Is Using Deepfake Technology to Win New
Voters.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20/02/19.
Nilesh Christopher. We’ve Just Seen the First Use of Deepfakes in an Indian
Election Campaign. Vice (blog). 202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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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非加彭共和國（Gabon）因 deepfake 影片疑雲導致
政變8
2018 年 10 月底，加彭總統 Ali Bongo 在拜訪沙烏地阿拉伯時驚
傳就醫，此後 3 個月內鮮少露面。人民強烈的焦慮感，點燃了陰謀
論的火種，各種流言四起。直到 2019 年新年除夕，電視上播出一支
Bongo 拜年的影片，但影片上的 Bongo 看似中風的模樣引發臆測，
反對黨成員跳出來，指稱這是一支 deepfake 影片；也有人懷疑，Bongo
健康狀態已嚴重到不能露面，而實際掌權的，是他身旁貪腐的裙帶
集團。影片播出後第 7 天，武裝集團便展開政變行動，幸好數小時
後即遭到當局平定9，Bongo 總理後來也康復返國。

已經開始對抗 Deepfake 的措施
2020 年 Google 旗下的科技育成中心 Jigsaw 釋出一個稱為
Assembler 的實驗性平臺10，希望能幫助記者與在前線衝鋒陷陣的事
實查核者們更快速能夠對照的影像；Facebook 在 6 月中旬時也釋出
11

一個資料庫，內含 10 萬張 deepfake 照片，目的是用來訓練 AI 如

何辨識 deepfake 製作的圖片，Facebook 科技長 Mike Schroepfer 表
示，目前 deepfake 還不會是大問題，但仍然需要做好準備。
此 外 ， Facebook 也 宣 布 12 去 年 底 上 線 的 deepfake 挑 戰 賽
8

9

10
11

12

JANOSCH DELCKER. Welcome to the Age of Uncertainty. POLITICO.
2019/12/17.
Dionne Searcey. Coup Attempt in Gabon Is Thwarted, Government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2019/01/07
https://projectassembler.org/#approach
Will Douglas Heaven. Facebook Just Released a Database of 100,000 Deepfakes
to Teach AI How to Spot Them.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20/06/12
JEREMY KAHN. Facebook Contest Shows Just How Hard It Is to 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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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ake Detection Challenge, DFDC）的 50 萬美元首獎贏家，一
位在白俄羅斯公司工作的電腦學習工程師 Selim Seferbekov。經測
試，在一組有一萬支過去沒被看過的影片，稱為「black box」的資料
集（data set）上，他的模型有高達 65.18%的正確率能辨識出 deepfake
影片。Facebook 表示，他們很有可能會借用 Seferbekov 這次偵測演
算模型中的想法與技術，但因為本次競賽中這個技術已經曝光，所
以臉書不會將完全相同的軟體進行生產，部分是為了避免其他人找
到欺騙偵測 deepfake 系統的方法。

Deepfake 深層的問題
Deepfake 對資安防護會造成影響13，例如近來網路罪犯也開始
利用 deepfake 技術偽裝進而行竊，另外趨勢科技未來威脅研究員也
在 2019 年初時提到14，擔憂 deepfake 相關的勒索事件，也就是利用
deepfake 製作令受害者難堪的影像後進行性勒索（sextortion scams）
，
甚至有可能因此提高青少年的自殺率。
然而，目前大多數媒體和專家們關注的 deepfake 傷害，莫過於
在政治挫傷力方面，從前述的政治事件可看出，deepfake 技術的存
在，讓影片真實性有模糊地帶，因而導致的猜疑和不信任足以造成
人心動盪。
但如同 Deep Trace Lab 執行長兼首席科學家 Giorgio Patrini 在前
述 CNN 採訪中所提，deepfake 影片在很短的時間內被大量製作並傳
播，即使這些影片看起來都很假，卻也足夠影響許多人的看法，也
Deepfakes. Fortune. 2020/06/12
Sue Poremba. Deepfakes Pose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Security Boulevard.
2020/01/02.
14 Connor Jones. Deepfake Ransomware among Experts’ List of Cyber Fears. IT PRO.
2019/09/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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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deepfake 的影片，無論造成的結果是性勒索還是政治事件，
Deepfake 最大的威脅是他們的存在本身動搖人們對事實的信任，這
個威脅無論對組織或個人，都能在各個層次上產生程度不一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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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在網路空間之適用性：以聯合國討
論場域為主

文／國際瞭望

制定網路空間規則的聯合國單位：GGE
聯合國在 2004 年成立「政府專家小組」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GGE），當時是為了研究資通訊技術發展對國家安全與軍事
事務的影響，目前則是要在國際安全範圍下，推動網路空間中負責
任的國家行為。GGE 也已確立，包括網路間諜活動、網路隱私等議
題，均不在小組的討論範疇。
GGE 成立至今已歷經 6 個小組，最近一階段是 GGE 2019-2021，
該小組確認了國際法適用在網路空間的原則。GGE 2019-2021 的成
員來自於 25 個會員國的專家，這些國家分別是：澳洲、巴西、中國、
愛沙尼亞、法國、德國、印度、印尼、日本、約旦、哈薩克、肯亞、
模里西斯、墨西哥、摩洛哥、荷蘭、挪威、羅馬尼亞、俄羅斯、新
加坡、南非、瑞士、英國、美國和烏拉圭。目前是由巴西大使擔
任主席。
GGE 會議多為閉門會議形式，之所以如此設計，是希望能讓參
與的成員盡情討論，並達成共識；也因此，GGE 的會議不會有觀察
員，或者任何來自於非成員國的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或國際組
織的代表參與。目前係由聯合國裁軍事務辦公室（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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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for Disarmament Affairs, UNODA）擔任 GGE 秘書處。

GGE 實質討論的內容為何？
目前 GGE 2019-2021 仍在討論中，結論尚未出爐；而上一個版
本 GGE 2015 報告已明確提到網路行為適用於國際法。具體而言，
各 國 同 意 一 國 對 其 領 土 的 ICT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擁有管轄權，且各國不應從事國際不法行為（包括透過
代理人）
。即便定義清楚，仍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國際人道法
原則如何適用？針對和平時期的網路攻擊如何適用國際法？另一個
重要共識是，《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適用於
網路空間。但因為在網路空間從事武裝攻擊或使用武力的定義尚不
明確，例如是否僅限於造成人身傷害或其他影響才能算是攻擊行
動？所以在適用上仍需商討。
GGE 2015 並未達成共識的議題，包括受到網路攻擊的國家可反
擊的方式，例如是否允許採用傳統的戰爭手段？是否可以在預期會
受到網路攻擊前先發制人主動攻擊？在這個議題方面仍有不少歧
見，例如俄羅斯就認為，傳統使用武力並非合法因應網路攻擊的方
式，至少要經過聯合國安理會批准或參照《聯合國憲章》的相關規
定，這樣才能給予被指控的國家在安理會前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巴
西等小國則是認為，網路攻擊並不等同於武裝攻擊，因此不應給予
被攻擊國家自衛權。巴西等國家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論述，或許是因
為相較於實體軍備高昂的成本，網路攻擊被認為是小型國家得以在
衝突中獲得優勢的手段，也因此會極力否定自衛權的主張。另外一
個處於灰色地帶的議題則是，對於由非國家行為者及代理人所發動
的武裝攻擊行為所主張的自衛權。
再者，雖然 GGE 2015 報告也認同，防止自己國家領土被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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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國家行為者拿來發動對第三國的網路攻擊，是各國應有的盡責
調查（Due Diligence）義務；但是因為這些規定屬自願性質，實際運
作上還是會與上述義務要求有差異。例如，一國可能會針對境內的
攻擊活動做出反應，但不見得會試圖阻止攻擊的發生；一國也可能
宣稱自己對領土內的攻擊活動一概不知。在此議題上，歐盟認為應
當把盡責調查列為具有約束力的義務，而俄羅斯則完全持相反意見。
參考日內瓦對 GGE 2015 報告的重點整理，該報告中的其他重
點包括：
・國家主權原則、透過和平手段解決爭議、不干涉其他國家內
政原則等，均適用於網路空間；
・承認各國須遵守國際法定義有關尊重及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
的義務；
・同意在發展國際法適用性以及負責任國家行為規範等方面，
聯合國應扮演領導者之角色；
・有關國家負責任行為的其他規範、規則和原則；
・建立信任措施；
・鼓勵資通訊技術與培力方面的國際合作與援助。

GGE 2019-2021 現階段之討論重點
GGE 在去（2019）年 12 月 5-6 日於聯合國總部美國紐約召開
了一次非正式諮詢會議，並在隔週（9-13 日）召開第一次實質會議。
GGE 網站僅公開了非正式諮詢會議期間各國所遞交的聲明，以及一
份由主席撰寫的區域諮詢摘要報告。 如本文前述，GGE 的討論在
追求暢所欲言之目的下，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公開資料可供理解，從
簡短的主席諮詢摘要報告中，大致可以歸納以下幾個重點。
・GGE 形式：部分代表建議 GGE 流程應更加透明與包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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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代表認為保持現況才能鼓勵所有參與者的坦率發言。
・網路威脅：專家們討論了魚叉式釣魚郵件（Spear Phishing）
及勒索軟體的危害，還提到對自動化技術（包括自主武器的）
複雜化規範的擔憂，例如自動化技術發展可能引發的行為與
責任問題。小組也討論了有關社群媒體濫用的威脅，例如用
於干預他國選舉。
・以 GGE 2015 為基礎：小組成員認同，未來要以 GGE 2015
報告所達成的共識為基礎，在不重新討論或改變既有共識的
前提下，增加更深層次的討論與協調。在主席的摘要報告中
特別強調了不能變動處，尤其是有關國際法的適用性，以及
自願性規範等的建議。
・在武裝衝突期間適用國際法：有與會代表提到，在武裝衝突
期間使用網路攻擊如醫療保健等關鍵公共服務會產生嚴重衝
擊，並強調國際人道法對網路作戰的適用性，國際人道法也
不會鼓勵網路空間的軍事化，或網路戰爭的合理化。
・具體方針：部分代表認為 GGE 要以 2015 年報告為基礎，進
一步針對需要遵循的機制與結構提出具體指導方針。
・能力建構：與會代表再次強調能力建構對弭平數位落差的重
要性，相關作為也應彼此協調，以避免重工發生；針對能力
建構的內涵也有建議應側重於國際法、網路安全能力，以及
執法人員的能力。

聯合國另一個討論網路空間規則之場域：OEWG
2018 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在國際安全範圍下授權
成立另一個類似 GGE 的工作組——「開放工作小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EWG），該小組也以發展網路空間中國家負責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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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規則、規範和原則為任務，並研究在聯合國主持下建立廣泛參
與之定期制度性（institutional）對話的可能性。
和 GGE 最大的不同點在於，OEWG 強調所有對議題有興趣的
聯合國會員國都可參與，此外工作小組也會舉辦諮詢會議，以取得
商業公司、非政府組織以及學術界代表的意見。加入 OEWG 的成員
申請亦由 UNODA 負責，並採無反對條件核准方式加入。目前 OEWG
主席是瑞士大使，聯合國大會賦予 OEWG 應探討的實質問題包含以
下 6 點：
・進一步制定國家負責任行為的規則、規範與原則；必要時可
進行修改或制定額外的行為規則；
・研究在聯合國主持下建立廣泛參與之定期制度性對話的可能
性；
・繼續研究資安領域的既有及潛在威脅，以及消除這些威脅可
採取的合作措施；
・國際法如何適用於國家使用資訊及通信技術問題；
・建立信任措施；
・能力建構。
OEWG 自 2019 年 6 月開始運作，其第一次會議共召集了近百
位成員國代表參加。隨後分別在同年 9 月與 12 月，以及今年 2 月與
7 月，合計召開了一場協商會議及三場實質會議。預計將於今年 9 月
向聯合國大會進行報告。

OEWG 實質討論的內容為何？
誠如其名，OEWG 網站上所開放的資訊相對多，現階段 OEWG
也接近完成提送給聯合國大會報告之階段；參考 OEWG 網站上所公
布的「OEWG 預擬報告草案」
（pre-draft of the OEWG report）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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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重點項目：
・重申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憲章》的重要性；強調《聯合
國憲章》的具體原則，如主權平等、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
端、避免威脅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性、尊重人權
和基本自由，以及不干預內政等。
・現行國際法及不具約束力的規範，尚足以解決國家對 ICT 的
使用問題；應進一步針對已有共識之規範框架的實際適用運
作方式達成共識。
・有與會者認為可能有必要對現行國際法進行調整或制定新文
書，以解決 ICT 獨有的問題；也有人強調國際法如何適用 ICT
問題仍有待釐清。
・有與會者建議，在技術層面制定通用的歸因方法，提高可歸
責性及透明度，有助於為受到惡意行為傷害者提供法律追溯
權。
綜觀 OEWG 之討論，可理解其認為國際法在網路空間之適用
性，有諸多觀點與 GGE 2015 報告或現階段的 GGE 看法一致，例如
《聯合國憲章》適用於網路空間、國際人道法不會鼓勵網路空間的
軍事化，或網路戰爭的合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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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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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C8890：網際網路應以使用者為優先

文／Mark Nottingham
IAB 最近發布了 RFC 8890, The Internet is for End Users，主張
IETF 的決策應以網際網路使用者的福祉為原則考量，並更積極實踐
此原則。
為何需要發布 RFC8890？RFC8890 是否太超過？對誰有好處？
對讀者又有什麼意義？為回答這些困惑，RFC8890 的作者之一 Mark
Nottingham 特別撰寫長文分享心路歷程，以及本 RFC 的誕生背景。
話說從頭，自 1980 年代成立後，IETF 始終扮演設計、維運網
際網路的關鍵角色。IETF 的參與者可能來自政府、企業或組織，但
所有參與者都只代表他自己。IETF 的決策不經過投票，而是所有參
與者的「粗略共識」。
IETF 無疑是個技術社群，也因此，參與者往往主張 IETF 決策
僅涉及技術，無關政治。然而，隨著網際網路成為現代社會的關鍵
基礎元素，網際網路已經不可能不政治；而若 IETF 的技術決策將影
響網際網路，那這個決策就難以永遠「無關政治」。
IETF 的「非官方」組織宗旨說得很明白：
「我們拒絕國王、總統
和投票。我們信奉的是粗略共識和運作程式碼」
。然而，一旦決策結
果將實質影響真實世界的人物及權力，粗略共識與運行程式碼不免
開始捉襟見肘。
最近幾年來，類似問題越演越烈。當決策結果衍生政治後果，
僅以技術行話解釋決策背後的來龍去脈，也越來越難以令人心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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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服。
也是因為如此，作者認為 IETF 有責任訂出決策流程的指導原
則。作者指出，如果 IETF 決策沒有任何基本原則，所有討論最終都
將只取決於技術。雖然有人認為這正是 IETF 該奉行的唯一準則，但
作者認為，若僅以「技術上可行」為唯一考量，將違反 IETF 的使命
原則。
IETF 的使命原則中清楚寫道：一旦 IETF 核可特定協定或功能，
IETF 將承擔此協定所有面向的衍生責任。
現在很多標準制定組織採納提案只看內容技術上是否可行，不
管提案背後有誰支持。IETF 並非如此。當 IETF 採納一個技術提案，
代表 IETF 認為這個協定或功能有益於網際網路。換句話說，IETF
也可視為網路協定的品管，任何協定有 IETF 的背書，大家都更願意
採用、建置此協定。
當然，這不代表 IETF 不會犯錯。作者舉熱門議題 DNS over
HTTPS（DoH）為例，雖然 IETF 並非 DoH 協定的原作者，僅以事
後認證的方式標準化 DoH，但 IETF 在標準化之前並未諮詢所有可
能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也因此飽受抨擊。這的確是 IETF 未盡之
處，也是 RFC8890 特別指出，希望 IETF 未來改進的部分。
無可否認，再周全完善的考量都無法避免錯漏，而 IETF 也不可
能永遠做對的決定。但作者強調，這也沒關係，RFC 之所以叫 RFC，
它就是一份「徵詢建議」的文件，始終保留應建議變動的可能。
RFC8890 是一份由 IAB 撰寫的文件，並沒有 IETF 共識支持。
這表示 RFC8890 無法影響 IETF 決策，但仍享有一定的分量。作者
坦承，RFC8890 可能無法實質改變什麼，但他希望將此視為一個小
小的推力，持續推動網際網路決策流程的進化，期許我們未來能做
出更完整、更顧及全局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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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RFC 8890: The Internet
is for En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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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 RFC 是如何產生的：個人意見

文／Geoff Huston
本文作者做為共同作者的一份「徵求意見」稿（Requests for
Comment, RFC）即將正式發布，Geoff 特撰此文抒發心情，並針對
現在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內
部的 RFC 審核流程提出個人針砭意見。
Geoff 首先細數這篇 RFC 經歷的審核流程。包括工作小組內部
多 次 審 核 及 終 版 審 核 ， 各 領 域 — 營 運 領 域 （ Operations Area
directorate, OPSDIR）、通用領域（General Area, GENART）、路由領
域（Routing Area, RTGDIR）
、網際網路領域（Internet Area Directorate,
INTDIR），以及傳輸領域（Transport Area, TSVART）的審核，還有
網際網路工程指導小組（Internet Engineering Steering Group, IESG）
，
加上各領域主席（Area Director, AD）的個人評語。
直到最終環節，RFC 編輯團隊的審核完成，都未能結束這份 RFC
的審核之旅。它還要經過真正的最終環節「AUTH48」
、作者有權更
改 RFC 內容的最後 48 小時，才算「完成審核」。
這漫長的審核流程總共花了 2 年 5 個月，期間 RFC 被改了 22
次。但是，經歷這長達 29 個月的反覆審核後，這份 RFC 有因此無
懈可擊，找不到一點錯漏或模糊之處嗎？常理而言並不可能。
回 顧 過 往 ， 因 為 看 不 慣 「 開 放 系 統 互 連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 OSI）場域中冗長的標準制定過程，當時的網路社群建
立了 IETF。IETF 的成立初衷是開放、靈活、實際、有用，希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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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社群一個環境，大家只須專心寫程式碼，確保寫出的各種應用
可以和同一協定的其他應用互通。
然而，隨著時間演變，RFC 的性質已經和 IETF 草創時期大不
相同；當年的 RFC 傾向「說明討論」
，現在卻更像「頒布規定」
。也
因此，IETF 對「正確、精準、清楚」的追求也開始走火入魔；在 Geoff
看來，這種偏執對 IETF 和 RFC 都沒有好處。
至於 Geoff 這份即將發布的 RFC 究竟內容為何？RFC 的標題是
「IP 分裂化易碎」（IP Fragmentation Considered Fragile），致敬戴克
斯特拉（Edsger Dijkstra）1968 年的經典文章「Go to 語言有害」
（Go
To Statement Considered Harmful）。
這份 RFC 花了 28 頁的篇幅，經歷兩年多的審核流程，只為了
講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在公共 IPv4 網際網路中使用分割封包
（packet fragmentation），很容易被丟包卻沒發現。這種狀況在 IPv6
公共網路中更為嚴重。
最後 Geoff 也不忘補充，照現在的情況看來，RFC 審核時間過
長的問題，可能比 IP 分裂化更值得憂慮。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Opinion: The making
of an RFC in today’s I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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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Twitter 恐遭罰 2.5 億美金事件看日益嚴
重的網路個資濫用問題

文／國際瞭望
社交平臺 Twitter 近期安全事件頻傳，在今（2020）年 7 月中發
生的包括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比爾蓋茲等名人的帳號遭駭客盜用的
事件，才剛剛抓到駭客嫌疑犯，8 月初又可能遭鉅額罰金。Twitter 在
8 月 3 日對外的監管文件中提到，其收到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的訴狀，指控 Twitter 在 2013 年
至 2019 年期間，把用戶基於安全目的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用於投放
特定廣告之途；截至本文完稿時，Twitter 尚在接受 FTC 調查，並可
能會付出 1.5 億至 2.5 億美元的罰金。
Twitter 受到的指控主要是，其鼓勵用戶提供做為雙重身分驗證
用途的手機號碼，不但被 Twitter 用在傳遞帳戶登入驗證簡訊之外，
還出現在其廣告合作夥伴針對客戶投放廣告的資料庫中。這個被
Twitter 宣稱只是無心之過的行為，很可能會讓 Twitter 違反其與 FTC
在 2011 年所簽署的消費者隱私協議。根據該協議，Twitter 不可誤導
人們有關其採取的安全與隱私保護措施。Twitter 並沒有說明此無心
之過造成的原因、何時開始發生，也沒有公開說明影響的用戶人數
與範圍。
就在去年 7 月，另一個社交媒體巨擘 Facebook 也才與 FTC 就
劍橋分析 8,700 筆用戶資料外洩案件達成高達 50 億美金的和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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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包括 Facebook 將持續接受主管機關的監管。從 Facebook 到
Twitter，無論錯誤行為是無心或有意造成，都代表著廣泛在網路廣
告發展中越來越嚴重的個人資料濫用課題。
在 Twitter 的案件中，用戶提供手機號碼以防止自己的帳號遭未
授權者的登入，這些用戶大多不會預期自己所提供用來驗證的電話
號碼，還被用在發送特定廣告的用途。像是 Facebook、Twitter 或
Google 這類的網路平臺業者，在數位廣告業務上具有很大的優勢，
因為他們掌握了比其他廣告公司更多的用戶數據。而駭客也覬覦著
這些巨量數據，2017 年 Equifax 遭駭客入侵之事件，便外洩了 1.47
億名消費者資料，包含敏感個資與金融卡資料。
現在不只是科技大廠，每個人手中的智慧型手機裡，大大小小
的 Apps，知名的或不知名的 App 開發商，都在蒐集每一位用戶的定
位資訊或其他個人資料，然後在用戶不知情的狀況下出售這些資料。
業者之所以希望盡量多蒐集有關個人的資料，主要是因為這些
資料可以協助他們獲利，而獲利的模式就是在消費者眼前投放廣告，
或推薦可讓用戶在網站停留時間拉長的內容。例如，在觀看 YouTube
節目時，喜愛貓狗的觀眾便會不斷接收到有關寵物的影片推薦，影
片中穿插著無數的廣告。如此的寵物影片推薦或許無傷大雅，但如
果是民主國家總統候選人，可以買到依地理位置資訊判斷在某一段
時間曾經參與過特定活動的民眾資料，用以判斷其政治偏好，並投
其所好的投放政治廣告時，恐怕就有合宜與否的爭議性。
網路廣告也已經逐漸演變成為侵略式的挖掘與使用個人資料。
就在今年 6 月，美國國稅局向一家名為 Venntel 的商業公司採購資料
庫使用權限，試圖從該記錄數百萬部美國手機定位資料的資料庫中，
找出嚴重違反稅法或涉及行錢的行為，彷彿成為另一種形式的網路
監控。
當公私部門都在肆無忌憚使用這些個人資料，且未善加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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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當今科技領域四大天王 Google、Facebook、Twitter 及 Amazon
影響力越來越大，人們將越來越無法掌握自己的資訊，包括這些資
訊儲存、處理與利用的方式。面對這些擔憂，或許美國人最期望的
是，讓企業蒐集個人資料之際受到法律上的限制，此期望也可從幾
位美國國會議員的提案中顯現。今年 6 月，俄亥俄州的民主黨參議
員 Sherrod Brown 提出消費者隱私保護法案草案「Data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 of 2020」
，建議業者只能在非常必要的時候才能
蒐集資料；密蘇里州的共和黨參議員 Josh Hawley 也在 2019 年 5 月
提出類似的法案草案「Do Not Track Act」
，試圖透過實施與執行所謂
的「禁止追踪」系統與程序，來保護消費者免於資訊挖掘或針對性
廣告之害。
回頭看我國的情況，臺灣網路使用者的 Facebook 使用率超過九
成，Facebook 也握有大量的臺灣民眾數位足跡資訊。我國早有《個
人資料保護法》
，法律也規範只要在當事人同意或是存在契約關係、
法律明文規定等狀況下，可以合法蒐集個人資料，但應告知蒐集目
的等事項。法律條文中也具有針對個人資料用於行銷的相關規定，
例如當事人可以拒絕行銷。
只是，
《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的「個人資料」範疇中，是否
包括如 Facebook 或 Google 蒐集有關個人的網路使用習慣、GPS 定
位資料等，都還有待進一步釐清。或許現在大家能自我保護的，就
是在使用社群服務時，多花點時間去尋找有關廣告投放或隱私設定
的資訊，自行做出最佳設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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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TLD 的 GAC 共識建議與 GAC 預警
機制

文／國際瞭望

New gTLD SubPro PDP 簡介
2007 年，ICANN 中負責制定通用頂級域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 gTLD）的通用域名支援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GNSO）理事會與 ICANN 董事會相繼決議通過了由
GNSO 提出的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發放政策建議。5 年後，
根據上述政策建議，ICANN 公告 new gTLD 申請計畫，並首次以「回
合制」的方式開放 new gTLD 申請。
根據 2007 年通過的政策建議，new gTLD 的申請應是「系統化、
持續性的申請機制」
。換句話說，在原本的想像中，2012 年申請回合
結束後，ICANN 應該會盡快開放下一回合，並在之後定期開放申請。
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從 2007 年 GNSO 完成政策建議，到 2012
年申請回合結束後，出現了各種大家想像不到，也難以即時合理解
決的問題。
有鑑於此，GNSO 理事會於 2015 年決議啟動政策制定流程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PDP），研議「New gTLD 後續流程」
（New gTLD Subsequent Procedures，簡稱「SubPro」
）。簡單來說，
SubPro 工作小組的任務是徹底檢討 2007 年政策建議及 2012 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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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的問題，確保下一次申請回合會更順暢、更合理。而唯有 SubPro
工作小組完成這項重責大任，ICANN 才會再次開放下一次的 new
gTLD 申請回合。
SubPro 工作小組已於今（2020）年 8 月發布結案報告初稿，並
開放徵詢公眾意見 40 天。自 2018 年 7 月發布初步報告，至今年的
結案報告初稿已歷經 2 年，可想而知，結案報告初稿的內容相較於
2 年前的初步報告有多處大幅更動。其中之一，就是結案報告初稿中
特別增設「GAC 共識建議與 GAC 預警」
（GAC Consensus Advice and
GAC Early Warning）一節，並針對此議題提出建議及實施原則。

「GAC 預警」（GAC Early Warning）機制簡介
政府諮詢委員會（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 GAC）是
ICANN 社群中的利害關係團體之一，由國家級政府、國際論壇承認
之經濟體、國際政府組織及條約組織組成，負責針對如公共利益、
網際網路運作對國家的影響及消費者權益等國家政府與公家單位關
切的議題，向董事會提出建議。GAC 雖不像 GNSO 有權制定政策，
但依 ICANN 組織章程細則規定，董事會做決策時必須參考 GAC
建議。
ICANN 於 2012 年 發 布 new gTLD 申 請 指 南 （ Applicant
Guidebook, AGB）
，詳列申請規定，供所有欲申請成為 new gTLD 註
冊管理機構的申請人參照行事。照理而言，AGB 應依據 2007 年
GNSO 政策建議報告撰成。然而，由於 GAC 在此期間對 new gTLD
申請回合提出多項建議，2012 年 AGB 發布時，新增許多不在 2007
年政策建議報告中，但董事會與 ICANN ORG 因應 GAC 建議新增
的規定，GAC 預警（GAC Early Warning）就是其中一項。
2012 年 AGB 規定，每筆 new gTLD 申請都應開放公眾評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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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無論是支持、反對或對任一申請案有疑問，都可在此期間提出
意見1。在這 60 天期間，單一或多個 GAC 成員若認定特定申請案有
違反該國法律之虞或牽涉敏感議題，則可提出「GAC 預警」
。
「GAC
預警」無須經 GAC 共識決，也不具正式反對效力。
ICANN 董事會一旦收到「GAC 預警」
，會立即通知該案申請人；
申請人可選擇撤銷或繼續申請。AGB 中說明，雖然「GAC 預警」僅
為「提醒」性質，但申請人仍應謹慎面對；若置之不理，GAC 很可
能再次以「GAC 共識建議」的形式反對該申請字串，這時就是有效
的「異議」，極可能因此導致申請失敗。

SubPro 結案報告初稿：GAC 共識建議與 GAC 預警
SubPro 小組今年 8 月發布結案報告初稿，報告中依 new gTLD
申請流程，包括整體議題，從申請回合開放前、遞交申請、申請審
核、爭議處理、簽訂合約，到字串發放為止，總共列出 41 項議題。
依議題內容不同，SubPro 小組列出 5 種研議結果，分別為：確認、
確認但修正、建議、實施指導原則，以及無共識。前兩項表示確認
2007 年政策建議或 2012 年 AGB 規則，第三、四項則提出建議及執
行辦法，最後一項則如字面之意，代表小組對該議題無法達成共識。
如前所述，2007 年政策建議中其實並沒有「GAC 預警」的相關
規定。在 SubPro 結案報告初稿中，工作小組特別新增「GAC 共識
建議與 GAC 預警」一節，並針對此議題分別提出一項確認、一項實
施指導原則及五項建議。
首先，小組「確認」GAC 共識建議與 GAC 預警機制，並在「實
1

公眾評議期間提出的意見僅為參考性質，不具正式效力。如欲正式「反對」
特定字串申請，須循「爭議解決流程」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提出「異
議」（objection）
，並交由獨立審查委員會判定「異議」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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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指導原則」中，指示未來 GAC 如欲以「GAC 共識建議」形式反
對任一類別的 TLD，必須在下一版 AGB 出版前提出，否則董事會
將不採納 GAC 提出的共識建議2。
其他 5 項建議如下：
1. 如 ICANN 章程細則所規定，GAC 共識建議應涵蓋清楚完整
的緣由說明，同時應依 ICANN 章程細則所規定，僅限於
「ICANN 政策可能與法律規範或國際協議牴觸，或可能影響
公共政策」的範圍。
2. 在未來 AGB 中，刪除 2012 年 AGB 第 1 節「若 GAC 提出反
對建議，董事會則會以『否決』申請案的前提展開討論」的
文字，以符合 ICANN 章程細則。
3. 「GAC 預警」應於 new gTLD 申請案公告後的公眾評議期間
提出。
4. GAC 成員提出「GAC 預警」時，必須以文字敘述提出預警的
緣由，並說明申請人可採取哪些行動解決 GAC 成員的顧慮。
5. 收到「GAC 預警」或「GAC 共識建議」異議的申請人，有權
因應收到的預警或異議修正申請內容，如新增註冊管理機構
自願承諾（Registry Voluntary Commitment，RVC）條款。工
作小組亦強烈鼓勵相關 GAC 成員與收到預警或異議的申請
人直接溝通交流，探討雙方皆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2

2012 年 AGB 中規定，以「GAC 共識建議」形式提出的異議僅能針對個別字
串，然而，2013 年 GAC 北京公報（ICANN46 Beijing Communiqué）中，GAC
卻罔視 AGB 規定，透過「GAC 共識建議」對多項 TLD 類別，如特殊專業
（會計、房地產、法律）、特別管制產業（醫療、銀行、保險）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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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SubPro 結案報告初稿的公眾評議期間已於今年 9 月 30 日截止。
依慣例，ICANN ORG 職員應於截止後三週內發布報告，整理並陳列
所有募集到的社群意見。根據 SubPro 工作小組今年 7 月更新的工作
時程規劃，小組預計於 10 月底前審議完畢社群意見、12 月定版結
案報告，並在今年結束前把報告交給 GNSO 理事會。眼看 2020 年
即將落幕，SubPro 工作小組是否能如願在今年結束長達 5 年的大長
征，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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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處理網路攻擊的展望與難題

文／國際瞭望

國際法對網路攻擊的模糊規範
網路匿名的本質，導致國際法難以規範網路空間的行為。網路
行為究竟應依國家領土或視為公共領域，至今國際法學界中也仍難
以達成共識。
不同國家對網路空間規範的看法與處理方式不盡相同，也因此，
國際上仍缺乏處理跨國網路爭端的有效慣例做法。目前唯一具聲量
的網路安全國際公約，是由歐盟於 2001 年發起的《網路犯罪公約》
（ Cyber-crime Convention ， 也 稱 為 布 達 佩 斯 公 約

Budapest

Convention）1，包括阿根廷、澳洲、日本、土耳其及美國等多達 64
國皆已簽署加入。
然而，俄羅斯始終堅持《網路犯罪公約》僅是地區性協議，不
具國際公約地位，更批判本公約違反國家主權平等及不干涉他國內
政等國際政治原則。目前聯合國中關於「網路安全國際公約」的討
論小組就有 3 個，分別是歐美支持的政府專家小組、中俄主導的開
放工作小組，以及任務是「進行深入全面網路犯罪研究」的開放式
跨政府專家委員會。
換句話說，各國政府即使對「網路犯罪應適用國際法」達成共

1

Budapest Convention and related standards. Concil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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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如何理解及應用「國際法」規範網路犯罪，仍是眾說紛紜。

芬蘭案例：推動針對網路攻擊的具體國際法規範
今（2020）年 10 月，芬蘭政府透過外交部發布針對國際公法如
何處理網路攻擊行動的立場文件2，國際專家同時也是《塔林手冊》
（Tallinn Manual）總主編 Michael Schmitt 針對芬蘭發布的立場文件
提出評論3，他認為芬蘭長期以來均大力擁護建構強大的國際空間法
律體制，芬蘭搶在其他國家之前針對國際網路法提出主動解釋權，
是為了確保在該領域中的優勢。
芬蘭在這份立場文件中，試圖處理兩個爭議已久的國際法議題。
其一為「國際法是否要求尊重他國主權」
，過往英國提出否定主張，
但若依此定案，國家無法以侵犯主權為由將敵對網路行動視為國際
不法行為，芬蘭肯定國際法承認國家主權。進一步的問題是，到底
何種網路行動可被視為侵犯國家主權，芬蘭認同《塔林手冊 2.0》提
出的觀點，亦即：侵犯主權可能是對領土的侵犯，或者是對一國固
有之政權職能的干預及掠奪。
第二個爭議則是有關盡責調查（due diligence）的規定，
《塔林手
冊 2.0》認為各國須遵守盡責調查的規定並採取實際可行措施，來終
止從本國領土或經由本國領土持續發出的敵對網路攻擊行動，造成
他國嚴重的不利後果。包括巴西、愛沙尼亞、荷蘭等國家都認同此
做法，但聯合國的政府專家小組卻無法就此達成共識，因此盡責調
查仍被視為自願性的負責任國家行為，目前仍不具國際法約束力。

2

3

Finland published its positions o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cyberspace. Finnish
Government. 2020/10/15
Michael Schmitt. Finland sets out key positions on International Cyber Law. Just
Security. 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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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的立場很明確：國家根據國際法，應承擔盡責調查義務。
此外，目前國際法規範，若國家遭武裝攻擊，可出於自衛理由
使用武力，武裝攻擊僅指最嚴重的武力使用，芬蘭肯定當網路攻擊
危及公民生命財產安全時，國家能行使自衛權。
未來國際法若朝芬蘭努力的方向開展，網路攻擊的灰色地帶將
會減少，國際法可授權國家處理危及國安與公民生命的網路攻擊。

國際法如何看待駭客組織與處遇難題
國際法逐漸重視駭客團體，是肇因於戰爭型態的轉化，在網路
戰的背景下，非國家行為者的作用愈來愈強，駭客組織在國際法的
定義下屬於非國家行為者，然而，目前戰爭法是否適用於國際駭客
仍有所爭議。
許多由國家支持的駭客團體（包括：俄國、北韓、中國、伊朗
等）已進行實際上的軍事參與4，然而，駭客團體未必是一個結構嚴
謹層級分明的組織，有時性質鬆散且缺乏一致行動的能力5，可能缺
乏有效的中央指揮及控制系統，成員有很大的獨立性，可以在組織
命令外進行攻擊。因此，無論是國際人權法或武裝衝突法，都難以
規範。
此外，駭客團體很難被認定是國家指導或是個別行為6。根據國
際法，若某國必須對某項特定行為負責，必須有確切證據指出因果
關係。除非國家承認或有明確證據指出國家唆使或指導非國家行為
4

5

6

Shannon Vavra. NSA warns defense contractors of recent Chinese governmentbacked hacking. Cyberscoop. 2020/10/20.
Nicol ò Bussolati. Hackers Group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iLawyer. 2014/05/05.
Why international law is failing to keep pace with technology in preventing cyber
attacks. The Conversation. 201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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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為，否則國際法通常不要求國家對非國家行為者的行為負責。
在網路攻擊中，很難認定駭客團體是由國家支持，且網路空間的特
點是無邊界性與匿名性，犯罪者甚至可能嫁禍於人7。
根據國際法院8，國家對於非國家行為者的「有效控制」定義嚴
謹，若僅提供財務或設備支持網路攻擊，甚至為單一駭客提供避風
港，都不構成「有效控制」的要件。
儘管國際法允許國家在某些情境下對網路攻擊採取反制措施，
然而，根據目前規範9，受害國必須將採取反制措施的決定通知責任
國，並提議在實際採取措施之前與他們進行談判，但相較於過去的
戰爭衝突，網路攻擊的規模較大且速度較快，因此須擬定新規範。

結語
今年德國曾經發生醫院遭到駭客網路攻擊，導致重症患者不治
身亡之案例，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網路攻擊的確已經涉及公民生命
與公共危險，且隨著 5G 網路與物聯網的發展，其涉及的危害層面將
擴大。因此，國際法必須聚焦於該領域的相關討論，以解決上述難
題，希望芬蘭的努力能成為引領國際法解決該領域爭端的一盞明燈，
各國亦應努力共同推動針對網路攻擊的國際法共識，以面對後疫情
時代的嚴峻挑戰。

7
8
9

俄羅斯駭客冒名伊朗，網絡攻擊 20 國。每日頭條。2019/10/23
同註 3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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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F2020：全球協作是彌補數位落差、 加
速疫後重建的關鍵

文／國際瞭望

IGF 會議首度以全程線上遠端參與形式舉辦
第十五屆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於今
（2020）年 11 月舉行，也是首屆全程以線上遠端參與形式舉辦的網
路治理論壇。今年 IGF 的統合主題是「網路促進人類的韌性與團結」
（Internet for Human Resilience and Solidarity）
，議程則環繞於四大議
題：資料、環境、包容與信任。
往年的 IGF 由於採實體形式，一向把近 300 場的議程集中於 5
天內舉行，但今年因應 COVID-19 全球疫情改為線上舉辦，為免過
多議程重疊造成與會人數低落、討論成效不彰，特別將會期延長分
散於兩週間舉辦，分別為 11 月 2 日至 6 日的前導階段，以及 9 日至
17 日的正式大會。前導階段以入門介紹議程、公開論壇、地區 IGF
及動態連線（Dynamic Coalition）等小型分眾會議為主；諸如工作坊、
主要議程、高階領導層會議、圓桌會議，以及開閉幕典禮，則於正
式大會期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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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F2020 議程亮點
如同大多數 2020 年發生的事件，IGF2020 在很多方面也都迥異
以往，甚至創下多個史上最初。首先是首段提到的「史上第一次全
程線上舉行」
。網路治理論壇本奠基於網際網路發展，自開辦以來也
始終開放、鼓勵線上參與，自今年 6 月鑑於疫情決定改成全面線上
會議後，IGF2020 也為這全新的形式創造出「虛擬在一起」的口號。
「環境」議題是今年 IGF 的四大議題之一，也是本議題第一次
成為 IGF 的主要議題。過去 IGF 雖然每年都有零星議程討論此議題，
但隨著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益發獲得大眾關注，加上聯合國發布的
2030 永續發展目標多與此議題息息相關，本次 IGF 中以環境為探討
焦點的議程數量遠高於以往，包括主要議程、高階領導層會議中，
都有以環境議題為討論主軸的場次。
IGF2020 的另一項創舉，是史上首次發出召集所有與會者的「行
動宣言」
。從政府、私人企業、技術社群、非營利團體、公民社會組
織，到一般個人，都可以自願加入此「行動宣言」
，在今年 IGF 結束
後、2021 年起，持續為推動 IGF 目標、深耕數位地圖領域而努力。

COVID-19 已成為全球議題
網路治理論壇的主題一向映照當年最重大的全球議題，而今年
無疑是 COVID-19 全球疫情。疫情無可避免的加重全球人口對網際
網路的依賴，另一方面，也再一次彰顯「網路治理」並不只和「網
路」有關；無論是日常生活或其他各種層面的治理議題，都已經離
不開網際網路，也都難以自外於網路治理的討論範疇。
COVID-19 的全球疫情讓我們重新發現網際網路的不可或缺：
從生意營運、聯繫親朋好友、全球抗疫協作，若少了網際網路，這

趨勢議題

109

些我們過去視為日常的生活都將無以為繼。然而，全球人口對網際
網路的重度依賴，也讓數位落差無所遁形，那些在經濟、社會上處
於弱勢、難以接觸網路的人們，也因此面臨更嚴峻的處境。

聯合國秘書長發布《數位合作地圖》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6 月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發布的《數位合作地圖》
，這份名為「地圖」的計畫起源於 2018 年
7 月成立的「數位合作高階專家小組」（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HLPDC）
，小組雲集各界重量級人物，網際網路之父 Vint
Cerf 也是小組成員之一，該小組於 2019 年 6 月發布了成果報告，並
提出 5 項重點建議。
António Guterres 發布的數位地圖中，主張應透過所謂的「擴大
IGF」
（IGF Plus）模式，強化 IGF 影響力。Guterres 認為，具有實質
影響力的 IGF，將成為全球數位合作進化的強大基礎，也因此，今年
IGF 的多個議程皆談及數位合作與 IGF 相關的全球協作機制，正式
大會議程期間，更特別舉辦聚焦此議題的主要議程。

開幕及閉幕典禮重點摘要
今年 IGF 的開幕高階座談中，與談人皆談到全球疫情如何促使
眾人經歷加速且劇烈的數位轉型，也因此，如何維護無障礙、安全
且開放的網際網路，更是各產業階層領導人物的重責大任。與談人
都同意必須採取行動，加強保護、支援弱勢族群，包括老弱婦孺、
難民、移民、身心障礙人士、原住民族群，以及流離失所的人口。不
僅如此，開發中的小型島國、重度低開發、或邊境封鎖的開發中國
家，都不應在這數位轉型的全球進程中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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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閉幕致詞中，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也再次強調弭平數位落
差的迫切與重要。他表示，全球有一半人口仍無法接觸、使用數位
科技，這也代表他們因此失去求學、溝通、交易、購物、工作及享受
現代生活的機會。全球有將近 5 億個學生因為學校關閉而無法讀書，
其中最弱勢的族群，高達 1 千多萬個女孩，很可能從此失學。
Guterres 進一步指出，即使是能自由使用網際網路的人，也暴露
在傷害及暴力的陰影下。全球疫情引發的各種 COVID-19 不實訊息
已經實質上傷及健康、奪走生命，未來更可能危及疫苗的施打率及
成效。在此同時，仇恨言論與歧視更在數位空間群魔亂舞，網路分
裂的風險也達到史上新高。
他強調，對數位包容的追求不只決定我們如何推廣網路普及，
也涉及我們如何管理資料。我們必須檢視如何使用數位資料為公共
利益服務，建立一個認同多元、賦權企業與社群，同時推動永續發
展目標的資料治理框架。他也呼籲所有政府在制定應變及振興計畫
時，務必納入數位普及目標，確保全民以可負擔的價格，安全、平
等、自由的使用網路。

結語
總結而言，2020 年的 IGF 討論以 COVID-19 為主軸，擴及相關
衍生議題，包括數位落差、網路安全，以及全球協作的重要。呼應
Guterres 的閉幕致詞，如何創造「回應現況、扣緊時事且具實質影響
力的 IGF」
，避免 IGF 標榜著「全球政府、企業、技術專家與公民社
會共襄盛舉」，最終卻淪為形式的「清談大會」，將是全球網路治理
社群應攜手解決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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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的網路治理」：APrIGF2020 的精采
回顧

文／國際瞭望

開幕座談主題：COVID-19 全球疫情
2020 年的亞太地區網路治理論壇（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APrIGF）原訂今（2020）年 5 月於尼泊爾加德滿
都舉行，無奈 COVID-19 疫情爆發，儘管延遲至 9 月 28 至 30 日舉
辦，仍然不敵疫情，如同今年其他眾多國際會議，以線上遠端參與
的形式展開。
即使無法未卜先知，網路治理至少須即時趕上時代的脈動。進
入網路時代以來前所未見的全球疫情，可想見 COVID-19 勢必成為
網路治理討論的重點。而在全球大部分地區都陷入封城狀態、跨國
旅遊幾乎陷入停擺的此刻，全球人口對網際網路的依賴更達到史上
新高。然而，全球疫情凸顯網路重要性的同時，也再度迫使我們直
視努力未盡的缺口：網際網路發展 20 年來，全球仍有一半人口無法
上網。可負擔、穩定的網路，對許多人來說仍是難以想像的美夢。
有鑑於此，APrIGF 的開幕座談會亦以 COVID-19 全球疫情為中
心展開。座談由紐西蘭國碼頂級域名（.NZ）註冊管理機構 InternetNZ
的執行長 Jordan Carter 主持，請到我國數位政委唐鳳、新加坡 Red
Hat 公司全球主任 Harish Pillay，以及 APrIGF Fellow，代表身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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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的 Vashkar Bhattacharjee 擔任與談人，分別以政府、業界及使用
者的角度出發，討論網際網路在疫情期間如何幫助眾人適應變化，
分享最佳做法和經驗。
唐鳳分享臺灣抗疫的成功經驗，透過實踐她信仰的「激進開放」
（radical open）價值，臺灣政府不吝於與民間直接分享資料，因此促
成「口罩地圖」的成功。當然，一切仍須建立於保護個人資料隱私
的前提之上。Harish Pillay 以業界視角發言，坦言遠端工作有其利弊，
但他認為企業應積極靈活變通，在確保業務運行的同時保護員工健
康。Vashkar Bhattacharjee 則指出，網際網路雖為身障人士帶來許多
方便，但很多網路應用的設計仍忽略弱勢族群，等於間接排除身障
人士參與網路討論的機會。他呼籲網路創新的設計應以多元包容為
核心價值，無障礙網站、網路應用或服務都應是預設功能，而非事
後追加的產物。

年度大會主題：為善的網路治理
APrIGF2020 的主題是「為善的網路治理：規範、標準與機制」
（Internet Governance for Good: Norms, Standards and Mechanisms），
包含 4 項子議題：

1.網路安全與信任（Cybersecurity, Safety and Trust）
保護網際網路基礎建設免於可能危及企業或人民的網路威脅。
今年 APrIGF 的網路安全相關討論聚焦於如何協助使用者更有自信
的使用數位科技和網際網路、透過規範加強使用者與平臺之間的信
任，以及所有利害關係人在建立網路信任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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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位包容、性別平等與多元性
（Digital Inclusion, Gender Equality and Diversity）
網際網路應被視為公共財；無論社會階級、性別、年齡、宗教
信仰或經濟狀況，所有人都應有機會基於合理目的，利用網際網路
接受並傳遞資訊。社會中任何階層，包括偏鄉或都市人口、身障人
士、原住民、弱勢族群及移民、難民，都應負擔得起穩定的網際網
路使用權。網際網路上的行為守則和標準應反映多元的使用者個人
經驗、文化及社會發展需求，鼓勵所有人用自己的母語在網路上創
造本土內容。
本次 APrIGF 的相關討論包括如何系統化的在技術上提供可負
擔及穩定的網路、如何促進更多元包容的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以
及相關規範、教育與訓練如何進一步提升所有使用者的資訊及數位
識讀能力。

3.人權與倫理（Human Rights and Ethics）
無論是網路應用程式及服務的開發，或網路治理規範與原則框
架的設計制定，都應以人權和倫理為核心原則。今年的人權相關議
程將重點放在數位權利，以及如何轉譯並實踐人權倫理討論。

4.創新與發展（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網際網路的技術創新與進化不但促進數位經濟發展，亦推動科
學、農業、醫學及教育的長足進展。然而，科技創新的美好結果並
非雨露均霑。如何激勵中小企業、新創及草根社群團體投入技術創
新，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設計並推行有效的方案。如何透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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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倫理守則、標準和最佳做法，擴大開放參與，成就廣納所有
利害關係人的技術創新與發展，是本次的討論重點。

閉幕座談主題：因 COVID-19 彰顯的數位落差
「網路普及」始終是亞太地區網路治理討論的關鍵課題。在
COVID-19 的全球疫情下，教育、工作、民生用品採買及人際交流等
五花八門的問題，都仰賴網際網路而得以維繫。然而，對於無力負
擔網路費用，或是所處地區根本上缺乏網路基礎建設的個人或團體，
網際網路在疫情期間有多重要，他們因為疫情而陷入的困境就有多
絕望。網際網路帶來交流互通，另一方面卻也加深隔閡、擴大差距。
APrIGF 的閉幕座談便聚焦於此議題，從各種面向，包括教育、
經濟差距及工作機會、身障人士的處境、COVID-19 不實訊息及隱私
議題、性別的數位差距，到網路基礎建設的普及，探討差距如何因
疫情而彰顯，我們又該如何極力彌補差距、打破隔閡。
閉 幕 座 談 由 印 度 數 位 賦 權 基 金 會 （ Digital Empowerment
Foundation）創辦人兼主席 Osama Manzar 主持，與談人包括菲律賓
人權鬥士暨新聞媒體 Rappler 執行長 Maria Ressa、ITU 代表 Atsuko
Okuda、太平洋島國東加王國衛福部資訊主任 Shane Walter Hurrell，
以及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Erwin Huang。
座談中，針對疫情期間不實訊息的散播與防治，政府無論是防
疫或打假上的作為，應如何在「有效執行」與「過度執法」間取得平
衡，以及最重要的，也是本次 APrIGF 的大會主題，我們如何確保網
際網路持續為善，與談人展開精彩討論。惟議題本身過於宏大複雜，
加上時間限制，與談人發言很可惜僅限於個人經驗分享，未能深入
探討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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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GF 會議整合意見書
不實訊息、資料隱私、數位差距、不平等與網路普及等議題，
亞太地區社群皆有切身體驗，這些寶貴的經驗及教訓值得分享給全
球的多方利害關係社群。也因此，自 2015 年起，APrIGF 每次會議
結束後均會提出「整合意見書」
（Synthesis Document）
，文件中依不
同主題列出 APrIGF 當年議程，並由所有與會者撰寫心得與建議回
饋。任何有參與 APrIGF 的與會者皆可投入撰寫。若有興趣加入
Synthesis Document 撰寫委員會，可寫信至 sec@aprigf.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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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無政府主義對民主國家權力之影響

文／國際瞭望

什麼是「加密無政府主義」？
根據 Jamie Bartlett 1所著《人類的明日之戰》
（The People Vs Tech:
How the Internet is Killing Democracy (and how We Save It)）1 書，因
網路信用模型與加密貨幣系統的建立，使得傳統國家權力和中央政
府變得無用。一派嶄新的政治哲學應運而生，Jamie Bartlett 稱其為
「加密無政府主義」
（Crypto-anarchism）
。其主要訴求乃透過無政府
主義與加密技術相結合，運用網路科技形塑一個獨立於政府管控之
外的自由空間，他們認為匿名的溝通互動將改變既有政府體制，最
終會改變信任與信用的本質。
對他們而言，數位科技有可能創造反烏托邦（dystopia）政府，
使國家處在全面的諜報環境與監控中。相關團體「密碼龐克」
（cypherpunk）2認為，密碼加密的功能不僅是保護公民，加密也能
創造更寬闊的網路空間，使人民不再受到政府監管，金鑰加密技術
可使民眾越過政府的掌控進行溝通及交易。然而，從政府的角度來
看，祕密訊息卻有可能造成國安危機。
1

2

傑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是英國作家和記者，主要為《旁觀者》
（The
Spectator）和《每日電訊報》
（The Daily Telegraph）撰稿。他曾是 Demos 的
高級研究員，並且一直擔任 Demos 社交媒體分析中心的主任。
資訊詳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AF%86%E6%9C%
8B%E5%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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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無政府主義者屬於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對傳統國家權力似
乎將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戰。加密無政府主義者痛惡資料遭到蒐集，
並追求網路自由與隱私，組成分子包括工程師、政治哲學家以及網
路從業人員，他們想要從技術面與政治制度層面創造方法，保存網
路祕密並避免審查，同時對抗政府集權控制，對他們而言，現在的
民主制度是一種假性的自由，政府監控無處不在。

加密無政府主義的基本概念與相關技術
加密無政府主義是高度技術導向的一門政治哲學，這些技術之
目的在於避免資訊監控。相關研究者提倡對不受管制的市場空間
（Dark Web，暗網）
、匿名網頁瀏覽器（The Onion Router, Tor）以及
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進行保障。
「暗網」顧名思義是只能用特殊軟體或授權才能存取的網路，
具有高度的機密性，一般而言不能被普通的搜尋引擎找到。暗網曾
經風行一時，然而，在 911 恐怖攻擊後，美國政府獲得全面掃蕩監
控的權利，加上網路服務日益擴大，大眾開始使用網路隱私交換免
費的網路服務。
匿名網頁瀏覽器用戶可透過使用由全球志願者免費提供的網
路，達到隱藏用戶真實位址之目的。其能避免網路監控及流量分析，
匿名網頁瀏覽器用戶的網路活動（包括瀏覽線上網站、貼文以及即
時訊息等通訊形式）相對較難追蹤。其設計原意在於保障用戶的個
人隱私，以及不受監控的進行祕密通信之自由與能力。
加密貨幣是一種運用密碼學原理所創造出的交易媒介，可確保
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單位，使用加密貨幣交易，可避免在電腦網路
中傳送及接收資訊時遇到騷擾、監視和檢舉，力爭保衛隱私權和政
治自由。目前最著名的加密貨幣為比特幣（Bit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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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的出現無疑是加密技術的完美展現，其具有迅速、無須
手續費、保障網路安全、無須提供真實姓名的特質，深受加密無政
府主義者喜愛。比特幣使用者的交易紀錄被儲存在特定的區塊鏈，
區塊鏈是一個大型資料庫，並由數千臺安裝相關軟體的電腦進行獨
立維護，其交易紀錄無法消除或編輯。區塊鏈僅記載交易紀錄，並
未記錄使用者的身分資料，並能防止竄改，每個人都可增加交易資
訊但資訊無法被刪除。新的區塊鏈允許儲存複雜的編碼訊息，這是
更為去中心化的訊息儲存方式，加上分散式的網域名稱系統，能達
到完全不可能審查或控制的目標。此區塊鏈附設「智慧契約」之功
能，其運作方式是透過程式制定合約，只要滿足特定條件，程式便
能自動運作，不會遭到外力介入。

匿名與加密技術可能助長犯罪
匿名與加密技術被大部分人廣泛使用，其觀念也已經進入主流。
區塊鏈資料庫能創造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透明交易，也可產生諸多便
民服務，例如愛沙尼亞的醫療系統已經使用數位身分系統的區塊鏈。
加密無政府主義者相信技術最終會凌駕在政治和法律之上，無
論是法律、法官抑或警政系統都不能改變技術。此外，即使沒有加
密無政府主義，匿名和網路犯罪仍是大問題。加密無政府主義者將
加密技術視為可能打擊網路犯罪的手段，然而，網路上幾乎已經沒
有遵守法律的加密空間。在加密無政府主義平臺中，政府無法編輯
或移除仇恨言論、恐怖主義言論、非法圖片甚至徹查違法交易。加
密系統的日益發展，代表國家警力徹查網路犯罪的成本將日趨昂貴，
執法成本變高的同時，犯罪門檻也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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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及加密技術對政治與金融的威脅
比特幣直接挑戰國家作為合法壟斷貨幣的唯一來源，許多用戶
認為比特幣相較法定貨幣更有效率，不會被政治局勢影響，但金錢
若獨立於政府之外，政府就無法支付開銷。比特幣是交易和保存價
值的媒介，具備國際化以及匿名性質，且不受政府控制，匿名系統
也使政府無法抽取稅金或監控比特幣用戶。
上述情況可能造成逃稅及洗錢等不法情事日趨嚴重，某些企業
可能會完全依賴區塊鏈，使用不可追查的貨幣進行交易。對於加密
貨幣技術持有者而言，逃稅和從事各類投機事業是容易的，減少稅
收能力將使政府更加無力，且因為缺乏資金而無法成立國會等相關
機構。
政府開始對於挑戰國家權威的匿名網路課以重大刑責，網路犯
罪的極端懲罰代表政府開始重視此議題，並展開威懾手段。加密無
政府主義者帶來的挑戰是嶄新的技術層次，需要相關的專家協商進
行規範立法，並謹慎以對。

結語
如前所述，加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較為激進的政治哲學，對民
主政治產生不小衝擊。技術革新可能顛覆民主政治的邏輯，撼動政
經不平等，同時助長犯罪技術，種種挑戰都需要政府與民間集思廣
益，共同找出合理的加密技術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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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網路治理中扮演的功能與角色
──以網路盜版侵權為例

文／蔡志宏

一、網路治理之公私協力需求
美國聯邦政府於 1997 年 1 月頒布全球電子商業架構（The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
，擘劃美國政府發展全球
電子商業藍圖，並確立發展政策原則，該架構內容有一段特別指出：
「政府應該鼓勵產業在適當範圍內自我規範，並支持私部門組織致
力於發展促進網際網路成功運作的機制。即使有必要統一標準或共
識時，如有可能，亦應由私部門領導組織。」受此影響，全球網路社
群以私部門組織之形式，一直以來都在全球網路治理上，居於領導
地位。
不過，隨著網際網路越來越普遍，對於社會公眾的影響力越來
越大，公部門參與網路治理不僅無可避免，甚至對許多問題的解決
有其必要性。就以 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採行至今而歷史悠久的統一爭議解決政策（Uniform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UDRP）為例：從形式上來看，UDRP 似乎
為私部門自我建置，無須公權力做為後盾，就可以自我運行的域名
爭議機制，施行以來也成功地解決成千上萬的域名與商標爭端。但
實 際 上 UDRP 在 建 置 之 初 ， 就 已 表 明 僅 用 於 處 理 域 名 搶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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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quattering）案件，而不及於其他域名爭議問題1；其餘爭議
之處理，其實就留由各國法院自行處理。換言之，域名爭議全面向
之處理自始在設計上就有賴於公私協力共同解決。也由於網際網路
在全球的涵蓋範圍，缺乏相對應的國際政府組織，以全球網路治理
的議題來說，公私協力治理可以說是始終存在的需求。

二、法院對於網路治理之功能及其限制
法院對於全球網路治理的存在功能及意義，可以從三方面觀察：
首先，是藉由法院在傳統上所擁有廣泛概括的爭議管轄權，可以終
局性地強制裁決所有網際網路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爭議。特別是全
球網路社群並非對於所有網路發展爭議，都必然能夠提供有共識、
跨國境的問題解決方案，此時就必須由各國法院基於其公權力後盾，
於各國境領域內加以解決。其次，對於全球網路社群所提供問題解
決方案，由於欠缺公權力為基礎的法權威性，於必要時，就必須由
法院來加以審查並賦予其終局確定性。最後，也是相當重要的環節，
是相較於各國其他公部門，如：行政機關，可能對於網際網路發展
有更多掌控及影響的動機與能量，並因此與全球網路社群對於網路
自由、自我規制之主流價值或認知可能處於緊張局面，由法院來擔
任網路發展爭議的裁決者，應該更容易為全球各地的網路社群所接
受。同時，網際網路在發展過程中，所必要的互聯性以及單一辨識
系統，都有賴於法院在個案中以直接或間接的說理加以支持維繫，
以確保公私協力機制在全球網路治理的脈絡中，得以順暢運行不
墜 2。
1

2

WIPO.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153. 1999/04/30.
適當案例可參考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於 David Weisein, et a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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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法院在此發揮的功能也有其侷限性。最明顯的當然是法
院裁判效力的地域性。這使得單一法院的裁判處理結果，可能無法
獲得全球一致通行的承認。不過，這本是全球各地法規都適用在網
際網路上所本來存在潛在法規衝突的反射現象而已。另外，則是法
院在先天上受制於必須提供程序保障的設計，對於爭議處理難以提
供經濟迅速的紛爭解決服務。這將使得許多網路發展爭議，當事人
非到不得己，並不會尋求法院為終局性的強制裁決。究竟如何協同
公、私部門對於網際網路發展爭議，適時提供有效、妥當的問題解
決方案，考驗著全球網際網路的多方共同參與者。

三、法院如何面對及處理網路盜版侵權
就以網路盜版侵權為例，受到 ICANN 長期以來就不對網際網
路的內容層面進行任何規制的影響3，對於網路盜版侵權無法形成全
球網際網路一致處理的社群共識，此部分的治理缺口就必須由各國
公部門予以協力補足。基於如前所述法院在網路治理中的功能而言，
在公權力部門中，由法院來處理網路盜版侵權，可以說最為名正言
順，也最具正當性。此時法院應該要認知到私部門對於網路盜版侵
權未能形成自我規制的社群共識，又或者即使有部分初步共識4，但
尚未有足夠能量有效解決網路盜版侵權問題之前，法院均應承擔起
以傳統法律工具妥適處理網路盜版侵權之協力責任。
至於處理網路盜版侵權之協力責任履行，並不是要法院偋棄依
法獨立審判的誡命，而是要體察網際網路在當代各個社會中的發展，

3
4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et al (831 F.3d 470, D.C. Cir., 2016)乙案的判決理由。
ICANN, By Law section 1.1(c).
例如由 TWNIC 所倡議的「網路中介者共同協議規範」
（Mutually Agreed Norms
for Internet Intermediaries，簡稱 MANII），詳請參見 http://manii.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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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要貼近社會生活的法律續造，以及與時俱進的法律解釋。具體
來說，以臺灣而言，對於大規模進行網路盜版侵權的網站，在民事
上可以考慮以著作權侵害排除請求權判准不得繼續網站經營，並以
侵害防止請求權判准不得繼續使用網站域名，而由境內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或 DNS（Domain Name System）經營業者，協力
於國內執行；在刑事上則可以考慮域名為供犯罪所用之物，而准予
單獨宣告沒收，並由境內域名註冊管理機構直接協力執行或透過國
際司法互助促使境外域名註冊管理機構間間接協力執行5。總之，法
院應該認知到：網路盜版侵權不但有可能因網路治理失能而危及網
際網路的永續有序發展，也是絕大多數國家法律所禁止的違法行為，
沒有理由放任橫行，卻令合法權利人束手無策。

四、法院在網路治理中應有之角色
基於以上的說明可知：法院在網路治理的公私協力結構中，扮
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雖然法院在功能發揮上有著法律地域性以及
經濟迅速性的限制，但對於私部門解決方案的合法性確認，以及治
理缺口的協力補足，法院作為公權力的象徵，始終無可替代，同時
也責無旁貸。因此，面對網路盜版侵權，合法權利人訴諸法院請求
排除及防止侵害保護，不僅是為正辦，也是完成網路治理之公私協
力所必要，值得所有網路社群成員熱切期盼，並樂觀其成！

5

著作權法第 84 條、刑法第 38 條第 2 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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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對端加密即時訊息傳輸到底有多安全？

文／Winfried Tilanus
在這個「資料是金」的時代，即使幸運地沒活在極權國家的監
控下，一般人仍難以躲過跨國企業無時無刻、無所不用其極的監控
觸角。現代人越來越重視隱私，也更傾向使用提供端對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ed, E2EE）功能的即時傳訊軟體。
然而，端對端加密真的如我們想像中安全嗎？
這個問題須從兩個面向解答：一是 E2EE 如何保護使用者免於
被監控？另一方面，則是 E2EE 在實務上究竟是如何操作？
E2EE 顧名思義只在使用者端解密，意即解密僅發生在使用者裝
置上，伺服器經手的還是加密訊息。但伺服器仍擔任路由傳輸的功
能，而為了執行這個功能，伺服器會需要使用者的元資料（meta
data）。
無論是國家或企業，他們監控使用者活動之目的都是為了將廣
大使用者分門別類；前者可以藉此判斷使用者是否屬於「高風險」
群體，後者則是為了鎖定不同的消費族群。
E2EE 所做的只有加密訊息本身；換句話說，它只能避免使用者
被竊聽。國家監控雖然也可能包含竊聽，但對政府而言，元資料才
是掌握使用者重要資訊的關鍵。企業更不在乎使用者的對話內容，
他們只想知道使用者喜歡什麼，要如何將符合對方喜好的廣告推送
到消費者眼前。
E2EE 在實務操作上也有很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一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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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對端加密問題，以及如何驗證訊息的發送金鑰真的屬於發送方。
後者雖然有可能的解決技術，但因為實作上太過麻煩，現實中業者
大部分還是採取「盲目信任」的做法：收受方第一次收到金鑰時，
就相信它是來自真正發送者的正確金鑰。
有的人會說「糟糕的加密還是比完全沒加密好」
。作者不認同這
種說法，他認為「糟糕的加密技術是在製造安全的假象」
。你認為呢？
你對網路的信任可以到什麼地步？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he hairy issue of endto-end encrypted instant mess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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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大流行期間確保
DNS 的安全

文／國際瞭望
ICANN 執行長兼主席 Göran Marby 撰文回應，有關近來在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期間，以相關 DNS 趁火打劫的
網路攻擊活動。
Marby 指出，ICANN 社群、委員會以及 ICANN 組織所扮演的
角色，就是維持一個安全、穩定並統一的網路。目前趁著 COVID-19
肆虐全球、民眾使用網路進行工作、受教育等的頻率激增，尤其是
民眾人心惶惶、悲傷、恐懼的時候，有些網路罪犯竟然使用 COVID-19
相關網域名稱來進行網路詐騙或攻擊，ICANN 相當關注這項問題。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的統計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已發出超過 7,800 件 COVID-19 相關的申訴案
件，並指出美國消費者總共因此損失大約 5 百萬美元。
雖然 ICANN 無論就內部管理規定或實際執行上而言，都無法
涉入這些使用 COVID-19 相關 DNS 來進行網路詐騙或攻擊的問題，
但並不表示 ICANN 會對此不聞不問。基於重視這項問題，ICANN
已經去函通用頂級域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 gTLD)的註冊管理
機構（registry）與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
，感謝他們對於減緩及最
小化利用 COVID-19 相關 DNS 進行網路詐騙與攻擊的活動所付出
的努力；此外，ICANN 也委託去年提出並成立的「處理 DNS 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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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Framework to Address Abuse）
，來打擊相關活動；並且加入今
（2020）年 3 月底成型的民間團體「COVID-19 網路威脅聯盟」
（COVID19 Cyber Threat Coalition, CTC）。
ICANN 將在 COVID-19 防疫期間，持續讓多方利害關係人了解
ICANN 對打擊濫用 DNS 進行詐騙與攻擊相關事件的參與和付出。
參考資料：
https://www.icann.org/news/blog/keeping-the-dns-secure-during-thecoronavirus-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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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與域名註冊量暴增的關聯

文／國際瞭望

資料來源：CENTR

「 歐 洲 國 家 頂 級 域 名 註 冊 管 理 機 構 委 員 會 」（ Council of
European National Top-Level Domain Registries, CENTR) 的一份統計
報告指出，今（2020）年 4 月的域名註冊量有急速的成長。根據 25
個 ccTLD 的資料，4 月的註冊量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20%，這項成長
甚至也推升了 CENTR30（CENTR 裡前 30 大會員 ccTLDs）域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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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的中位數（median）
。
這是過去十年間很少看到的狀況，不免讓人聯想是否與「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所導致的「封城」（lockdown）
有關。一般而言，域名投資者會藉由註冊域名，並在次級市場
（secondary market）交易賺取獲利，或是也有以「犯罪」為註冊域
名的動機（例如建立詐騙網站）
，因此，當我們在探討新增的域名註
冊量時，也必須將這些情況納入考量。
CENTR 的研究中調查了 2020 年 1 月至 3 月新註冊的 12 個
ccTLDs，根據這些 ccTLDs 的回報，新註冊的 751,000 個域名當中，
總共有 6,154 個含有 covid、corona 或 virus 等關鍵字，比例只占
0.8%，使用網路爬蟲程式（web crawler）掃描後，發現其中大約有
26%是活躍網站。這個研究顯示了兩件事情：第一，在 ccTLDs 當中
與 Covid 相關的網站占比很小；第二，這並不能完整解釋新註冊域
名暴增的情形。
關於域名註冊量激增，有一項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與商業活動
和員工聘用的改變有關。由於封城大量降低了高端商店的門市客戶，
且讓許多員工陷入不穩定的聘僱狀態中，企業或個人都必須適應這
些狀況。
為了緩和減少的利潤所造成的影響，傳統的精品門市必須挑戰
運用新的方式做生意。假如過去沒有網路商店的企業，此次的疫情
便提供了一個不得不開展網路商店的契機。從健身教室開始進行網
路課程，劇場也使用線上直播，還有其他無數企業開始急速升級網
站來對客戶收費，「線上化」已經變得再重要也不過了。
參考資料：
https://www.centr.org/news/blog/is-the-lockdown-driving-domainregistr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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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可否被視為公共財？

文／鍾欣紘

什麼是「公共財」？
在翻遍《六法全書》後，會發現並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對「公共
財」
（public good）進行定義，所以嚴格來說公共財並不是法律用語；
若從經濟學的角度觀之，公共財是一種相對於「私有財」（private
good）的概念，公共財的特性是標的財貨可以與他人「共享」
（non，同時也具有
rivalry，與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1是不同概念）
「不可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
比方說，大雄把存了好幾個月的零用錢拿去買了一支手錶，當
店員將手錶交付給大雄，買賣雙方銀貨兩訖後，這支手錶就成為大
雄的私有財產，法律賦予大雄得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這支手錶的
權利。若是胖虎也想要這支手錶，因為一支手錶一次只能戴在一個
人的手上，不具備「共享性」
，除非胖虎從大雄身上把手錶搶過來，
否則就只能自己再去買一支，這就是所謂的「私有財」。
但相對而言，公共財的性質就迥然不同了，舉例來說，地球上
多數的自然資源都是屬於公共財，典型的例子像是陽光和空氣，這
些資源沒有人可以獨占，而且不會因為多一個人曬太陽，太陽就不
熱了，也不會因為多一個人呼吸，空氣的味道就改變了。
1

將社會上的閒置資源透過 1 個平臺媒合，資源過剩的供給者和資源不足的需
求者能夠更有效率地交換，使資源重新分配，雙方皆達到滿足的 1 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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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在司法實務上的案例
現行法律雖然未對公共財進行定義，我們還是可以從司法實務
運作中發現公共財這個名詞被具體應用的案例。例如依照《著作權
法》第 30 條及《伯恩公約》Art.7 規定，著作財產權原則上具有權利
存續期間，即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 50 年。舉例來說，音樂
神童莫札特（Mozart）於 1791 年 12 月 5 日過世，距今已超過 200
多年，故其所創作的音樂曲譜已屆滿著作財產權的權利期間，任何
人無須經過授權皆可對莫札特的音樂曲譜著作進行重製、改編、公
開演出等。由於此類著作性質上具有「共享性」及「不可排他性」
，
故實務上通常將其稱為「公共財」，例如我國「智慧財產法院」104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7 號刑事判決即認定，文學大師賴和過世迄今已
逾 50 年，故其所創作之著作已成為公共財。
此外，民國 99 年 7 月 2 日公布的大法官解釋第 678 號解釋，在
審查關於《電信法》第 48 條第 1 項與第 58 條第 2 項，對私設地下
電臺2負責人的處罰規定是否違憲的問題，在解釋理由書中提到：
「無
線電波頻率屬於全體國民之公共資源，為避免無線電波頻率之使用
互相干擾……。」本號解釋沿襲民國 83 年 9 月 23 日公布的大法官
第 364 號解釋，將無線電波視為公共財，除了性質與經濟學上的公
共財概念相吻合外，無線電波還具有高度的公共性，因為我國《憲
法》第 11 條所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為自由民主國家的重要象徵，
使人民可以藉此達到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並且滿足人
民「知」的權利，通訊傳播自由乃是言論自由的重要內涵，而以無
線電波方式傳遞資訊思想亦非常普遍，更與社會上不特定人或多數
人之利益息息相關。

2

未經合法申請，未獲得主管機關許可執照而播音的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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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是否為「公共財」？
依據筆者前面的撰文我們可以了解，若從「法律」的觀點去思
考公共財之意義，除了既有經濟學上的共享性、不可排他性外，尚
應具備公共利益的色彩。所以網域名稱究竟是否屬於公共財所涵蓋
的範疇，即需分別以是否具備「共享性」
、
「不可排他性」以及「公共
利益」的要件去檢驗。
根據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VeriSign 公司之統計，截至 2020
年第 1 季，全球頂級網域名稱（Top-level Domain, TLD）的註冊數量
已經達到 3.668 億個，足證網域名稱之服務得同時提供給多人使用，
具有多數人共享之性質。再者，身處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使用
網站作為通訊傳播之方式乃是現代社會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媒介，基
於《憲法》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當然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此外，當
申請人註冊網域名稱後，擁有的是該網域名稱的「使用權」而非「所
有權」3，故性質上較趨近於公共財而非私有財。然而，網域名稱在
使用上亦有其先天之限制，因為每一個網域名稱都只能指向一個特
定的網站（例如：www.google.com）
，對於「特定」網域名稱而言，
每一個網域名稱都具有稀有性、排他性的性質，此類具有共享性但
同時也具有排他性之服務或財貨，稱為「準公共財」（quasi public
good），也屬於廣義的公共財。

以.ORG 收購案為例
我們也可以從日前甫告一段落的.ORG 收購案進一步探討此項
3

申請人透過其與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
（registry）間私法上之契約關係，
而取得與其 IP 位址相對應之文字組合，此一取得網域名稱使用權之契約關
係，可以稱之為「網域名稱使用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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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網際網路協會」
（Internet Society, ISOC）在 2003 年取得.ORG
的註冊管理權之後，為了管理.ORG 營運業務，成立非營利組織 PIR
（Public Interest Registry）
，並由 PIR 與 ICANN 簽署註冊管理機構
協議（registry agreement, RA），擔任.ORG 的註冊管理機構。然而
ISOC 在 2019 年 11 月 13 日宣布，將以 11.35 億美元將 PIR 售予私
募股權投資公司 Ethos Capital。
在此一案例中，網路社群最關心的莫過於：由「營利事業」擔
任「非營利組織網站」的註冊管理機構是否合宜？在探討這個問題
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營利事業」與「非營利組織」最大的差異，
在於其是否以「營利」為設立目的。
「營利事業」之設立目的在於創
造利益的最大化4，而「非營利組織」因受到法律或道德約束，不能
將盈餘分配給擁有者或股東，因此具有獨立、公共、民間等特性。
承前所述，既然使用網站進行意見表達的權利受言論自由所保
護，具有高度的公益性，同時也代表著應該要有適當的機制去控管
使用網域名稱的進入門檻，便不該讓網域名稱的持有者造成太大的
負擔。倘若 ICANN 同意此收購案，授權 Ethos Capital 得作為. ORG
的註冊管理機構，難以確保 Ethos Capital 不會為了創造股東更高的
獲利，而提高網域名稱的註冊費用，此項結果一旦發生，則與公共
財作為全民共享資源應有的樣貌有別。因此，在多方努力遊說及連
署請願下，ICANN 幾經考量終於做成決定，拒絕 Ethos Capital 收購
PIR 之提議，其中一項關鍵的理由，即在於 Ethos Capital 並無法提
出合理的方案，去弭平由「營利事業」擔任「非營利組織網站」註冊
管理機構的擔憂。

4

我國《公司法》第 1 條修正後，雖引進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規範，然僅在放
寬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範疇，將不再僅以股東利潤極大化為依歸，並「得」
一併考慮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對於營利事業是以創造營收為目的之本質
來說，並無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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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需要政府適度的干預
網域名稱既然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公共財，是全民共享的資源，
也代表著任何人都有隨時使用網域名稱的權利，進而更完整的實現
言論自由，但由於網域名稱具有排他性，如果全面開放，毫無章法
的使用，可能有害使用的效能，未必能達到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以
及其所欲實現的言論自由之目的，故有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公共財
應該由政府主導或者由政府介入干預，才不會導致市場失靈。
為了處理上開問題，我國的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依主管機關規定所制定的「網域名
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第 10 條便提到：「網域名稱之註冊採先申請
先發給原則。本中心得訂定各類別網域名稱可使用字元之技術限制、
網域名稱保留字規定或其他網域名稱註冊之限制，除有前述規定之
情事者外，本中心或受理註冊機構不得拒絕客戶之申請。」乃是基
於有效的管理規劃，僅於「網域名稱使用秩序之維護」的最小範圍
介入控管，這是一種不得不的手段，其與欲達成之目的得通過正當
性、必要性的檢驗，符合比例原則。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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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örg Reinbothe, Silke Von Lewinski. The WIPO Treaties on Copyright:
A Commentary on the WCT, the WPPT, and the BTAP.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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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COVID-19」相關的域名已超過 66 萬筆？

文／國際瞭望
「gTLD 註冊管理機構多方利害關係小組」（gTLD Registries
Stakeholder Group）於今（2020）年 6 月初舉辦了一場名為「冠狀病
毒域名註冊潮及濫用：從締約方角度的經驗學習」（The COVID
Registration Spike and Abuse: Lessons Learned from a Contracted Party
perspective）的網路研討會，邀請 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Tucows、Afilias，以及 PIR（Public
Interest Registry）共同分享他們自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所觀察到的域名註冊及濫用情形。
ICANN 的資安專家 Sion Lloyd 表示，截至今年 5 月底，ICANN
已發現 662,111 個可能與疫情相關的域名。ICANN 已廣泛蒐集與解
析所有 gTLD 和部分 ccTLD 的區域檔案（zone files）
，並利用多種語
言搜尋是否包含 covid、corona、mask、quarantine 或 lockdown 等關
鍵字，這當中也包含搜尋同形字的變異（homoglyph variants）
，例如：
用數字 0 取代 Covid 單字中的 o，也因此增加了數十萬筆的誤判資
料。基於此，Sion Lloyd 認為，實際上與「冠狀病毒」相關的域名可
能比較接近 17 萬筆。
Sion Lloyd 接續表示，ICANN 透過各種公共威脅清單比對註冊
資料後，發現每天可能存在數百筆可疑域名，在高峰期間，粗估每
天大約有 10 筆是嚴重到必須立刻通知受理註冊機構的，不過目前已
經降到每天只有 3-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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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ows 的 Graeme Bunton 所提供的數據則顯示，在今年 3 月的
高峰期，受理註冊機構每天大約會有 300 筆與冠狀病毒相關的域名
登錄，經過檢查之後，發現其中大約只有 0.5%明顯被使用於惡意目
的，而高達 70%左右的申請者則是屬於預防性註冊。
Afilias 的 Jim Galvin 表示，在今年 3 月的高峰期，該公司提供
的 25 個 gTLD 當中，大約每週會發現 900 筆與冠狀病毒相關的域名
登錄，但到了 3 月底已經降到 100 筆以下。
PIR（Public Interest Registry）的 Jim Galvin 則表示，截至 5 月
底，共有 14,700 筆與冠狀病毒相關的域名登錄，而 4 月初的高峰期
則是單日就有超過 500 筆。
對於此波域名註冊及濫用的現象，Tucows 的 Graeme Bunton 提
出了言簡意賅的結論：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例外狀況，且效果有限。
參 考 資 料 ： http://domainincite.com/25636-over-660000-coronavirusdomains-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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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對網域名稱之影響

文／黃勝雄
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流行期間，網路對於商業運作
與社交方面扮演關鍵角色。我們透過網路在家工作、在家學習、進
行會議、商品交易等。隨著大眾接觸網路時間增長，疫情相關的不
實資訊與網域名稱註冊也隨之增加，全球與網域名稱詐欺與網域名
稱濫用相關新聞時有所聞。為避免錯誤的資訊誤導公眾認知，我們
量測 COVID-19 相關域名註冊，希望以真實數據來回應網域名稱可
能導致濫用或詐欺的相關討論。
為評估 COVID-19 疫情對網域名稱的影響，我們收集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1 日期間新註冊域名，分析網域名稱包含 COVID、
CORONA、及 VIRUS 三組字串。經過統計結果，在量測週期內包含
此三個字串的新註冊網域名稱總計有 25 組。其註冊時間與累計註冊
數量可參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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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網域名稱含 COVID、CORONA、及 VIRUS 字串累計註冊量

同一時間週期內，全體新註冊網域名稱數量為 11,313 組域名，
表示具有 COVID 三組字串網域名稱僅佔同時期新註冊網域名稱的
0.22%。
要進一步了解 COVID 相關網域名稱實際使用情形，我們量測
註冊域名之網站回應資訊。經過量測正確回應網站內容者有五組，
即是僅 20%註冊域名之網站可正確回應網頁查詢請求。網站回應此
為域名保護訊息有 9 組，無法正常接取網頁有 4 組，回應網站建置
中有 2 組，回應域名出售中有 2 組，DNS 設定錯誤有 1 組。COVID
域名之網站實際使用情形如圖 2 所示。

140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圖 2 COVID 相關域名網站運作概況分析

我 們 接 著 分 析 COVID 相 關 域 名 之 字 串 頻 率 ， 域 名 包 含
coronavirus 字串之域名有 8 組，註冊數量最高；域名包含 covid19
字串次之，域名數量有 5 組；域名包含 covid-19 字串數量有 4 組；
域名包含 covid 字串有 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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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與 COVID 相關的網域名稱與數量

TWNIC 作為國家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 ccTLD Registry，
我們無法也不會控制網域名稱之網站內容。對於新冠病毒 COVID19 可能產生網路濫用行為我們會與相關主管機關密切合作，只有主
管機關才能評估網站活動是否違法，並有權採取相關行動。基於新
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特殊情況，我們也評估採取額外的程序與步驟，
確保網域名稱在合法情況下使用。幸運的是，目前資料顯示與
COVID-19 相關的網域名稱濫用相當少，這些域名對 DNS 解析也沒
有任何影響，TWNIC DNS 基礎設施架構負載都在正常容量範圍內。
在疫情流行的特殊期間，我們會持續關注與疫情相關的域名濫用情
形，站在網際空間的第一線守衛可能的非法濫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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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的偵測、傳布、駁斥與控制

文／陶振超
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和數位內容製作工具的低廉、易上手，
製作與傳布各式資訊幾乎成為全民運動。使用者自製內容先受到關
注，如對政治參與的影響。然而，這樣的內容也可以轉為負面用途，
造成假新聞（fake news，以新聞形式包裝捏造的內容以達成特定目
的）
、假消息或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蓄意或惡意欺騙或誤導人
們的資訊）、或錯誤消息（misinformation）勃發。
假新聞、假消息、或錯誤消息，實際上皆是謠言的一種，是被
證實為假的謠言，在人類社會存在已久的問題（Allport & Postman,
1947; Peterson & Gist, 1951）。網際網路剛出現，假消息與錯誤消息
就受到矚目(Hernon, 1995)，多針對討論群組（Bordia & Rosnow,
1998）
、電子郵件（Garrett, 2011）等。社交媒體興起後，分享變成自
然、集體的行為，使得謠言的傳布出現與過去單純只有線下時全然
不同的機會，尤其當人們處在焦慮、不確定中而亟欲瞭解環境時，
因而被稱為謠言工廠（Gosling & Mason, 2015）。造謠的動機也從即
興（Shibutani, 1966），轉向蓄意，尤其在政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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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假消息研究需考量的四項主題

假新聞、假消息，也就是謠言的研究，應該至少包含四個主題。
首先，謠言內容及其分析。但令人驚訝的是，透過傳播研究內容分
析對謠言內容進行分析的相關研究非常少，這個取徑的研究結果對
人工智慧分析有很大幫助。第二，謠言傳布，這個主題的相關研究
數量較多，但在因社交媒體興起所產生的同溫層與一言堂對謠言傳
布的影響，瞭解較有限。第三，面對謠言如何駁斥與澄清，也缺乏
系統性與長期研究，致使無效、甚至有反效果的更正資訊仍常常出
現。最後，更正資訊（如事實查核）的傳播，應是謠言控制、對抗謠
言的有效策略，目前也很少考慮。以下分別說明。

謠言、造謠者及其偵測
謠言定義分歧，但大多數研究者同意有以下四項元素。首先，
以模糊或已證實的方式陳述一件未證實的事件。其次，誕生於特定
情境，特別是狀況模糊不清，具立即危險或潛在威脅，或對峙。第
三，有助於人們在較短時間瞭解環境、做出解釋與決策，也就是意
義建構，以降低焦慮與不確定性（Bordia & DiFonzo, 2004）
；或強化
與他人之間的關係（Guerin & Miyazaki, 2006）。謠言的定義應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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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內容、情境、與功能納入考量，過去在謠言定義上的分歧多起
因於僅專注內容而忽略其他兩者。但近年隨著假新聞、假消息因社
交媒體而變得普遍與突出，第四項謠言的意圖，亦需納入考量。

謠言傳布與變異
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對謠言造成的第二個影響，是以與過完全
不同的型式與速度傳布。謠言為何能在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上、透
過線上社會網絡以快、廣、深的方式傳布，一直是謠言研究的核心
議題。網絡機會模式認為（陶振超，2017）
，社交媒體的原始設計上
即利於資訊傳布。每一個使用者在社交媒體上的帳號，實際上代表
的是一個自我中心網絡（以自我為中心，加上一圈與自我有雙向同
意而直接連接的朋友）
；這些朋友亦有自己的自我中心網絡，交錯而
成相連的自我中心網絡；搭配社交媒體任何一個資訊張貼行為，都
是一個分享，並且一次可以分享給很多人，沿著相連的自我中心網
絡不斷地傳布出去。更重要的是，朋友圈中有一些是被信賴的人，
如同過去口耳相傳的時代，信賴（trust）是促成「再分享」
（reshare）
行為的主要因素之一。
針對謠言傳布，至少有以下四項需納入考量。首先，謠言本身
的訊息特徵、情境與個人感受加速謠言的傳布。第二，一言堂或同
溫層助長了謠言的傳布。Del Vicario et al. （2016）比較真新聞的科
學新聞與假新聞的陰謀論新聞（conspiracy news）在社交媒體上的傳
布。他們發現，真新聞與假新聞的資訊傳布不同：真新聞的生命週
期隨著資訊串流大小的增加先升後降，之後無論多大，生命週期持
平不變；但假新聞的生命週期隨著資訊串流大小的增加持續增加。
第三，社交媒體上使用者的網絡結構特徵，可能加速或減緩謠言的
傳布。Doer, Fouz, and Friedrich （2012）透過數學模型模擬發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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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體上朋友圈小（也就是朋友數少）的使用者，不是朋友圈大（也
就是朋友數多）的使用者，是謠言能快速傳布的關鍵。第四，近年
因人工智慧而出現的社交機器人（social bots）被設計來散布謠言以
影響社交媒體上的輿論。例如，用來散布謠言的社交機器人，設法
讓謠言傳布的又廣、又深、又快（Ferrara, Varol, Davis, Menczer, &
Flammini, 2016）
；獲用來製造假支持或假反對特定候選人的機器人，
對民主政治造成影響（Metaxas & Mustafaraj, 2012）。另外，與謠言
傳布密切相關但長期被忽略的問題，謠言變異（rumor mutation）
，在
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上產生巨大影響力的現象，但相關研究有限。
Shin, Jian, Driscoll, and Bar （2018）結合文字分析與時間序列分析，
發現與確認的真相不同，假的謠言常常調整文字後重新出現，直到
謠言所針對的目標不再受到關注為主。

謠言駁斥與澄清
面對謠言，要如何駁斥與澄清，實證研究顯示是非常不易、極
具挑戰性的任務。Nyhan and Reifler （2010）以四個實驗檢視政治領
域的假消息及更正是否有效，結果發現更正常常無效，甚至造成反
效果，讓人們更相信假消息。媒體心理學研究提出至少兩個重要的
研究議題。首先，人們為何會輕信謠言。謠言的功能扮演重要的角
色。人們有針對所處環境進行意義建構與強化與他人關係兩項基本
需求，謠言在人們處於不確定性的環境時，很最節省認知資源的方
式滿足了這兩方面的需求。第二，如何設計更正訊息，以有效駁斥
與澄清謠言。謠言建立了相關的假象（DiFonzo & Bordia, 2002）
，謠
言反駁與澄清須從訊息設計上考量。Bordia, DiFonzo, Haines, and
Chaseling （2005）檢視否認是否是對抗謠言的適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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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控制
已知謠言傳布是謠言造成廣大影響的主要原因，政治或民間組
織在進行謠言駁斥與澄清時，卻幾乎採用完全靜態的方式。有研究
者認為切割、隔離網絡可以有效控制謠言。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傳布，
多為面窄但深遠的方式進行（Liben-Nowell & Kleinberg, 2008），也
就是序列傳布模式（Sutton et al., 2014）
。從網絡結構來看，將社會網
絡分散成彼此分開、大小相似的網絡，有助減緩謠言的傳布
（Ventresca & Aleman, 2013），但在社交媒體上很難實施。Friggeri,
Adamic, Eckles, and Cheng （ 2014 ） 檢 視 事 實 查 核 網 站 Snopes
（https://www.snopes.com/）上被證實為假謠言（假新聞）在社交媒
體上的傳布。他們發現，被再分享的假謠言，若在其下的留言中有
人張貼事實查核網站的連結以指出該貼文為假謠言，則該假謠言被
刪除的可能性提高；但若假謠言發展成大的資訊串流，在多的事實
查核網站連結也無法阻止其傳播。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已經被
Snopes 認為假謠言，仍然會被再分享與傳布，事實查核的有效性如
何似乎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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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同溫層之傳播內容對社會建構之
和諧與對立之挑戰

文／曾淑芬
社群媒體改變了我們與他人的連結及互動模式，我們隨著個人
的興趣、信仰、生活型態及意見偏好等差異，在不同的社群媒體平
台中與他人互動，除了尋求社會認同外，也同時拓展我們在人際關
係上的對外廣泛連結，有利於我們接觸更開放多元的群體及分享不
同意見。但近年來的實證研究歸納出令人擔憂的結果，很多研究指
出網路資訊流通性雖然很高，但是我們常常會選擇僅與自己有相同
意見、具同樣態度價值的人進行互動。美國知名法政學者 Cass
Sunstein （2017）認為現代社會雖然資訊流通性較高，但我們常選擇
自己所喜好的議題，並只和與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討論事務，難以聽
見其他不同的聲音，使得不同的意見難以交流，產生極化現象，並
不利於公民社會及民主政治的發展。社群媒體固然有利形成不同的
線上社群，但個人的選擇性暴露（selective exposure）或群體內的迴
聲室（或稱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導致過度偏頗單一態度的
新聞與訊息接收，不利於多元開放的民主社會發展。
許多研究結果指出社群媒體助長了社會的分化。例如，
Halberstam & Knight （2014）以 2012 美國大選政治人物 Twitter 的
資料分析不同政治意識型態追隨者的政治極化程度。他們發現相同
政黨傾向者會追隨與自己相同政黨的政治人物，而較極端保守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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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隨者，在意識型態同質性及極化指數上也會明顯較高。社群媒
體的使用比起其他傳統的媒體而言，顯現出較高的極化指數。
Boutyline & Willer （2017）
，分析 Twitter 上 159 位政治人物及 33 個
政策團體的帳號追隨者之自我中心網絡發現，越保守及越極端的使
用者會呈現較高的政治同質性。這群人會傾向與自身一致的觀點連
結、盡量避免暴露於相反的觀點之中。這樣的政治同質性有利於右
翼或極端主義團體的政治動員，社群媒體助長了這樣的極化趨勢。
Bright（2017）分析歐盟 90 個不同政黨與領袖在 Twitter 上的討論網
絡，極端立場的政黨會有較多群內互動，與其他政黨的交流比例較
低，他的研究證實了迴聲室效應比較容易發生在具有極端意識形態
的政黨群體當中。
黨派化新聞訊息（partisan news）的閱聽行為研究，近年來也發
現「無禮行為」（incivility）與意見極化之間的關聯。對於政治新聞
負面、極端、無禮的回應若是越來越普遍，所帶來的影響會是民眾
對於政治信任感下降、多元開放性觀點的限縮，進而導致社會極化
的現象。Hasell and Weeks （2016）針對 2012 年美國總統大選兩波
固定樣本的問卷調查指出，黨派化新聞媒體的使用會激發閱聽人的
負面情緒，進而提昇閱聽人的訊息分享與傳散。研究指出負面的、
煽動性及具有爭議的內容最能引起媒體報導及使用者互動回文。偏
頗的政黨政治新聞會引發使用者更極端的政治態度，支持者會更加
堅信他們原本的看法，反對者則會越排拒他們所見的內容。相同政
治立場的偏激言論容易引起對敵對陣營的負面情緒，助長積極傳散
這些言論、強化對於敵對政黨的憤怒，進而導致群體無禮和態度的
極化。而偏激的言論若是來自自身社群網絡的分享，使用者就會更
容易相信訊息內容，強化意見極化的效果。
但也有的研究抱持著比較樂觀的看法，這些研究指出現實中雖
然我們會傾向接收相同觀點的意見，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會特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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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訊息，或減少自己暴露於多元意見的媒體環境當
中。例如，Dubois & Blank （2018）認為現今許多社群研究誇大了
媒體的迴聲室效應。他們利用 2,000 個英國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度
的使用者資料來測量迴聲室效應的影響程度。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
不同類型的媒體使用越多，就越不會有迴聲室效應。而閱聽較多的
政治訊息者，他們的迴聲室效應也會越低。最重要的是，既使是對
於政治議題毫無興趣的人，只要經常使用不同的媒體來接收訊息，
就可降低迴聲室效應。他們批評大多數的迴聲室效應研究僅針對單
一社群媒體來測量，因而忽略了現實中使用者其實經常暴露於多元
媒體環境當中的影響。現實中僅有少數極端的社群媒體使用者會有
封閉性的選擇性暴露現象，大多數的使用者會遊走於不同媒體和社
群平台來分享與接收訊息，因而增加了暴露於不同觀點的機會。個
人的選擇性暴露才是決定能否接收多元訊息意見的主要因素。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出版的「2020 台灣網路報告」中指
出，除了即時通訊和影音娛樂外，社群媒體的使用及新聞資訊的接
收是我國民眾主要的網路活動。我國有八成以上的民眾收看網路新
聞，其中尤其以 25-55 歲的民眾是網路新聞的主要使用者。瀏覽使
用社群網站的民眾也有超過八成，年齡越輕社群媒體的使用就越普
遍。顯然我們必須持續關注社群媒體的訊息傳散、內容，及其可能
導致的同溫層效應等議題。另外，網路上政治新聞的閱聽，引發不
同立場偏激、負面情緒性的回應所帶來的傳散效應，我們也必須正
視其對於社會的影響，避免走向越來越對立、意見極化的資訊社會。
根據歐盟科學前瞻小組（Scientific Foresight Unit, 2019）針對政
治競選和溝通的極化與科技使用研究報告指出，從功能面而言，社
群媒體的確扮演促使民眾政治行動、政治參與和改變社會的催化劑。
近年來這些數位平台也開始加強對於訊息的問責機制，著手以人工
智慧及演算法進行過濾及事實查核，例如 Google Perspective API 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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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惡意言論、臉書強化過濾和警示機制、Twitter 禁止建立多個重複
張貼訊息的帳號等。但從現況而言，我們更必須防範資訊科技及社
群媒體的使用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社群演算法有可能會帶來訊
息篩選、限制多元內容、以及傳散情緒性新聞的社會對立影響。也
需慎防資訊科技被拿來當做操縱政治影響的工具，例如個人化政治
行銷、操弄媒體及社會輿論風向，以及傳散假新聞或不實訊息等。
這個科學前瞻小組在相關的政策建議上提出，首要著重於促進社群
媒體等數位平台的透明度、問責制，以及建立相關產業的普遍倫理
準則。其次，加強對於數位平台的規管，包括數位選舉法（digital
electoral law）需與時俱進修訂，藉以規範新的技術運用及選舉戰術；
針對數位平台的演算法、人工智慧或資訊處理方法，政府部門應有
審核的機制以確保這些平台能負起責任，並在倫理規範下運作；政
府部門也應提昇自己的數位治理能力，強化行政部門的技術知能。
另外，在資訊素養方面，除了增進民眾對於新資訊技能的知識外，
提昇民眾對於假訊息徵兆的判斷、交叉比對查驗訊息等素養的養成
也是當務之急。對於數位平台、社群媒體對於社會極化的影響等議
題我們必須持續關注，結合產官學界合作進行研究，並讓民眾能知
曉相關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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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社群共生下的數位內容發展趨勢與
觀眾使用行為分析

文／陳延昇

前言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的「2020 台灣網路報告」
之資料，針對數位內容發展，本文提出三個趨勢分析：追劇現象的
盛行、娛樂需求勝過資訊需求、訂閱商業模式興起。同時也針對數
位內容服務的商業經營模式區分為四類，包括廣告置入、會員訂閱、
打賞捐贈、品牌電商化。最後，提出三個隱憂提醒，包括節目取向
從眾、不公平競爭和資訊素養的數位落差，皆為當前商業與社群結
合共生環境下的需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

趨勢一：追劇現象的盛行
2020 年網路報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指出，
線上影音娛樂內容是最主要網路內容使用項目。然而近一步檢視調
查資料，可發現線上影音的類型差異卻也造成使用行為的不同。比
如，同樣是觀看影片，在 1428 位受訪者之中，表示有收看節目戲劇
者遠高於看電影者，兩者的差距多在 10％以上，而且在 50 歲以上
的族群，觀看電影的行為更是顯著減少。30 至 40 歲族群尚有近 7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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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會觀看電影，到了 50 歲之後，則減少到只剩約五成。在
此同時，50 歲以上的族群卻仍顯示有七成的觀看節目戲劇。簡單來
說，多數受訪者選擇看戲劇更勝於看電影，而 50 歲以上的觀眾收視
行為更是符合此趨勢。為什麼同樣是觀看影片，戲劇節目和電影會
有如此明顯的不同呢？
近年來，學者研究「追劇現象（Binge Watching）」認為有些閱聽
人會無法自制地一集接一集地收看影集，甚至出現類似如依賴酒精
的成癮行為（Walton-Pattison, Dombrowski, & Presseau, 2018; Sung,
Kang, & Lee, 2018）。儘管學者目前對如何去定義追劇？如何區分追
劇和只是經常收看的行為差異等議題未有一致定論。多數研究者也
指出串流影音平台在近年大為盛行，讓追劇變得更容易，而追劇也
未必是年輕人的專屬。如同今（2020）年調查資料可以看出熟齡族
群也有追劇風潮。
就娛樂媒介本質而言，戲劇節目和電影雖然都是娛樂取向的內
容，但戲劇節目實則為連續劇、影集的廣義指稱，亦即有一系列相
繼的內容單元吸引閱聽人持續收視。看電影則多為單一收視行為。
儘管，有些電影也有為數不少的系列續集，如著名的哈利波特系列
電影、漫威系列電影，但多數電影是以單次性的觀看為主。換言之，
多數觀眾在看完一集電影就會結束收看，也不會讓閱聽人有一集接
一集觀看的黏著行為。Billard （2019）認為追劇的本質不只關乎到
觀眾對戲劇的喜好、涉入，也與獲取社會認同（prosocial effects）相
關。追劇成為一種儀式性、固定的收視行為，甚至和族群成員間討
論劇情也成為強化族群認同的一部分。以此觀點來說明熟齡族群為
何在戲劇觀看行為會特別明顯，我們或可理解熟齡族群可以透過追
劇來達成社會互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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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二：疫情下的情緒抒發：娛樂需求勝於資訊需求
2020 年的全球新冠疫情造成許多社會劇烈變動，娛樂行為的改
變就是其中一環。在本年度的調查中，可看出疫情期間，和歷年相
比，民眾對新聞需求有顯著提昇。但有趣的是，對綜藝節目的需求、
音樂 MV 需求、乃至運動和卡通動漫都有極大幅度的提升。整體來
看，娛樂需求還是勝過資訊需求，這可能是一連串壞消息衝擊的疫
情時代必然的情緒調劑的現象。
許多評論分析認為今年疫情其實已經造成人類社會的永久性改
變，事實上，線上娛樂形式在後疫情時代確實也邁向新潮流。過往，
實體的娛樂消費，包括去電影院、聽演唱會、到球場看球，都轉化
線上參與的形式。可以預期的是，即使全球疫情終將隨著疫苗施打
的普及而降溫，但觀眾轉向線上娛樂已經會是不可逆的潮流。以產
業發展來看，2020 年全球的串流影音產業也是極為關鍵的一年，不
僅傳統娛樂產業的龍頭，迪士尼、HBO 開播了串流影音服務，連蘋
果也投入了串流影音平台的經營，皆瞄準網飛在過去五年所獨霸的
全球串流影音市場。
此外，直播也是日益重要的數位內容類型。本年度調查發現，
直播觀看行為對 50 歲以上族群仍有吸引力，而且看電影出現交叉，
也就是更偏好直播內容。推測原因可能是一部分的直播節目與電商
購物結合，吸引了中高齡族群的使用。另一個原因是台灣對熟齡族
群偏好的電影內容提供相對貧乏，總是舊片重播，因此迫使熟齡族
群從傳統觀看電影轉變為觀看新型態的數位娛樂內容。 而聽音樂也
是跨年齡和性別的最主要使用行為，百分比幾乎多落在 85%-96%區
間，顯示對音樂需求是相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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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三：訂閱商業模式興起
就當前串流影音產業發展的觀察，網路服務模式結合商業獲利
是必然的。數位媒體的發展曾經引起相當樂觀的想像，人人從此可
以盡情使用社群媒體，而成為使用者產製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的提供者。這個樂觀想像，卻忽略了能產製優質內容
的前備條件；高昂的製作成本和專業影音製作技術。
以網飛為例，每年仍必須投入大量預算投資於影集的製作，否
則即使網飛的串流平台能保證提供順暢的觀看介面、演算法精準的
影片推薦系統，仍舊缺少吸引觀眾收看的誘因。
UGC 精神和自媒體經營當然仍存在，但多數的素人自製上傳節
目很難獲得大眾的關注收視。技術層面而言，我們確實可以看到
Youtube 頻道中數以百萬、千萬個的私人節目頻道，但最終多數觀眾
所點閱收看的還是極少數的網紅頻道，聚光燈能照亮的角落仍是非
常有限。今年開始流行的數位廣播（podcasting）也有一樣的現象出
現，技術門檻很低，人人可以創建一個廣播頻道，但聽眾的數位廣
播收聽行為其實只聚焦在屈指可數的熱門節目。換言之，數位內容
的價值如何被認可？如何讓觀眾願意點選訂閱，甚至願意成為付費
會員，這才是網路服務模式能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產業關心的問題是：何種內容，讓閱聽人願意付費？從資訊類
和娛樂類的收視行為調查資料可以看出，後疫情時代的娛樂需求很
高。人們願意為一部影集或電影付費觀看，卻未必願意付費給每天
更新訊息的新聞網站。根據此次調查，近半年有付費的娛樂使用之
受訪者為 22.5%，其中聽音樂、看電影、看戲劇影片為主要的類項。
而互動娛樂性更高的線上遊戲方面，有 46.2％的受訪者有會玩，其
中有 28.7%的玩家願意付費，平均月支出更高達 3,190 元。這個數字
若對比網飛的訂閱費用每個月約 300 元，相當於說明閱聽人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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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認定，線上遊戲的價值是影集收看或音樂收聽的 10 倍，更遑
論比較目前多數仍免費的新聞內容頻道。如此的調查結果和分析或
許會讓新聞媒體產業感到不平和氣餒，但也確實反映出當代閱聽人
對娛樂類型內容的高度需求，也說明為何全球和台灣的多數新聞媒
體要走向付費訂閱皆不容易成功的問題。

數位內容服務的商業經營模式區分：廣告置入、會員訂
閱、打賞捐贈、品牌電商化
事實上，前述提到的追劇現象和網路遊戲的高付費意願，都和
網路社群文化有關連。傳統上的社群和認同，是基於的種族、性別、
居住區域而形成，但網路環境的社群組成則是依據個人興趣、特定
議題，甚至對媒體內容、明星的偏好也會形成強固的社群網絡。以
線上遊戲為例，玩家願意付費購買有利於遊戲進行的裝備道具、人
物增強，除了滿足自我也可能是因應玩家成員間的期許壓力。舉例
來說，進行多人組隊的團戰時，玩家就必須確保自己戰力和跟上其
他成員而在戰鬥時有所貢獻，以符合社群文化。追劇文化也有近似
情況，在一個社群團體中，當某一影集成為熱門的討論話題，社群
成員就可能出現從眾心理而也開始追劇。
線上支付形式的便捷性自然也是助長網路付費服務模式的關鍵
因素。根據科技接收模式（Abdullah, Ward, & Ahmed, 2016; Gefen,
Karahanna, & Straub, 2003）
，服務的便利性是影響閱聽人採用意願的
重要影響因素。本次調查中指出 2020 年已經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有
使用行動支付。行動支付的發展對數位內容產業發展甚為關鍵，當
閱聽人受到優質內容吸引而產生收視動機時，便捷的付費機制，就
能讓使用動機轉換成有經濟價值的商機。
過往行銷企管領域研究指出消費者對品牌的黏著度（stick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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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和品牌忠誠度、品牌價值等皆有顯著的關聯（Roy, Lassar, &
Butaney, 2014; Zhang, Guo, Hu, & Liu, 2017）
。據此，研究者認為數位
內容的商業模式會因為觀眾黏著度不同而差異，從黏著度低至高可
以約略分為四種模式。廣告置入、會員訂閱、打賞捐贈、品牌電商
化。首先，廣告置入影片是最常見的數位內容商業模式，以 Youtube
頻道為例，大部分的影片觀看時無需要閱聽人付費，但影片的開頭
和中段會插入數秒廣告。廣告置入的商業模式因為無需額外向觀眾
收取費用，所以能適用在大規模的觀眾族群。但觀眾也相對地並沒
有對這些節目有高度的認同和黏著度。基本上，廣告置入的方式和
傳統電視商業模式是相同，以收視率換取廣告商託播來獲得節目
收益。
第二種形式是會員訂閱制度，以網飛、迪士尼等串流平台為例，
觀眾必須預先支付月費才能收視。付費會員在觀看影片或聽音樂時
可以不受到廣告干擾。有些經營成功的 Youtube 頻道會將節目分級
為免費和付費，吸引一些認同度較高的觀眾變成固定的訂閱者。和
廣告置入模式相比，付費訂閱制度能吸引的顧客規模較少，但對產
業而言，固定訂閱收益有助於後續製作優質內容。第三種的打賞捐
贈模式則是近年來盛行於直播頻道的商業模式。以遊戲直播頻道為
例，觀眾可以自由決定打賞金額給直播主，甚至可以具此要求和直
播主進行互動。打賞捐贈模式雖然能創造高度的粉絲黏著，但也可
能影響到直播主的節目內容，演變為直播節目變成過度依賴少數死
忠粉絲。同時就觀眾規模，願意打賞捐贈者相對比會員訂閱更少數，
播放影音節目為主的平台也少見這種商業模式。
最後一種商業模式是將數位內容品牌化，或與電商結合進行品
牌商品的販售。近年的網紅如「館長」
、
「蔡阿嘎」
、
「阿滴」等，在經
營自己的內容頻道之餘，也開始販售自我品牌產品或進行異業結盟。
從單純製作內容到將明星光環變現商品購買力的過程，可以看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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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內容結合社群媒體特性的新趨勢。過往娛樂產業，明星也可以作
為產品、品牌的代言人，但現在的網紅明星可以透過節目與電商平
台的連結，將自己變成品牌。數位內容品牌化的模式需要有高度的
粉絲認同，願意在數位內容之外還給予消費支持。
這四種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發現，過往娛樂產業的廣告獲利模式
漸漸走向訂閱模式。網路時代的娛樂內容價值，取決於客製化、互
動性，越是能提供閱聽人專屬的娛樂經驗就意味著觀眾有更高的付
費願意。對數位內容產業而言，收視率未必是唯一的關鍵，付費率
才是穩定的商業收益。

關於數位內容發展的三個隱憂
隨著上網率不斷提高和商業模式的日漸成熟，網路環境的數位
內容已經成為多數閱聽人獲取娛樂和資訊的日常所需。然而，數位
內容產製因為更需要迎合社群媒介的從眾和一窩蜂，看似眾多的節
目卻可能僅是數量上的多，而非質的多元。近年熱門的直播頻道就
曾出現若干直播主以誇大不實和踰越社會常規的節目風格吸引觀
眾，而國內關於網路內容的法規卻往往難以規範這類行為。
第二個隱憂則是當前的數位內容產業環境其實仍容易變成大者
恆大的不公平競爭環境。全球性的數位影音平台比如 Youtube、網飛、
迪士尼等都具有深厚資本、市場的競爭優勢，台灣本地的節目產製
業者只能與平台合作獲得節目的映演流通。從好的一面思考，這樣
的合作有助於本地節目踏入全球數位影音平台。但也不得不令人警
覺到跨國影音平台對在地市場的數位網路環境具有強大的控制力。
最後一個隱憂則仍是數位落差問題。在商業與社群共生的網路
環境中，為了使用網路服務、獲取新聞資訊、收看數位娛樂內容，
觀眾必須備有相當程度的硬體設備，以及軟體使用之能力。換言之，

162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觀眾的經濟能力、資訊素養能力成了能不能跟上數位潮流的門檻，
這樣的限制仍不利於弱勢族群的媒體近用。尤其對 65 歲以上的熟齡
族群，他們未必是經濟能力的弱勢族群，但網路上的娛樂內容與新
聞資訊常需要進階的軟體操作，對熟齡族群並不友善。事實上，在
台灣近年的調查可以發現用地理環境所區分的偏鄉/非偏鄉，在網路
資源的差距已經差距不大，尤其在娛樂性的觀看戲劇、玩線上遊戲
的使用率，所謂偏鄉與非偏鄉的數據更是難分軒輊。研究者以為當
前數位環境的弱勢和偏鄉，可能更該以資訊素養能力來區分。舉例
來說，居住在大都會區域的 65 歲以上的熟齡族群，若缺乏可以協助
處理手機、電腦的種種軟硬體技術問題的共住家人，他們所面臨的
數位落差問題可能比身處偏鄉但熟悉手機上網的青少年更為嚴重。
綜上所言，本文提出追劇現象的盛行、娛樂需求勝過資訊需求、
訂閱商業模式興起的三個趨勢觀察，並說明後疫情時代下數位內容
服務的發展前景可期。數位內容的商業模式或因數位內容特性、觀
眾黏著度和觀眾規模，而有不同。但本文認為互動性和客製化會是
影響付費意願的關鍵。隱憂部分則提醒產業端維持節目品質與多元
的重要性。同時也期盼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公平競爭。最後，新型態
非區域的數位弱勢現象則有賴提昇熟齡族群的資訊素養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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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技術

ICANN 籲停止在 DNS 中使用 SHA-1 雜湊
函數

文／國際瞭望
密碼學者 Gaëtan Leuren 及 Thomas Peyrin 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
解釋網路上常見、利用 SHA-1 雜湊函數安全弱點的攻擊。
所謂的雜湊函數，是一種把訊息或資料打亂混合，利用這個新
建立的「雜湊值」
（hash value）壓縮原資料，藉此替原資料建立「數
位指紋」的做法。使用者因此得以確認資料來自原作者，並未受竄
改。由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開 發 的 域 名 系 統 安 全 外 掛 程 式 （ 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 DNSSEC），也利用雜湊函數加快簽署認證的過程。
理論上，好的雜湊函數幾乎不可能為不同的資料產生相同的雜
湊值。但近 10 年來，多個密碼學者都指出網路上仍常見的 SHA-1 雜
湊函數已不再安全，解釋已有攻擊手法能破解 SHA-1 的強項，即「就
任意輸入的資料產出獨一無二的雜湊值」。而 Gaëtan Leuren 及
Thomas Peyrin 最新發表的文章，是近年來最詳盡、最能說明 SHA-1
為何不再安全的論文。
ICANN 在 1 月 24 日的公告中，以 DNSSEC 情境說明此攻擊，
解釋為何應於 DNS 中全面停用 SHA-1 雜湊函數。在這個針對 SHA1 的攻擊手法中，攻擊者能輕易建立兩筆擁有相同 SHA-1 雜湊值的
DNS 紀錄；若他們成功矇騙根區管理者簽署了其中一筆看似無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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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紀錄，就可以利用一模一樣的 SHA-1 雜湊值，偷渡另一筆有問
題的 DNS 紀錄。
雖然大部分使用 DNSSEC 的網域用的都是比 SHA-1 更安全的
雜湊函數，但 ICANN 也提醒，至今仍有超過 250 的頂級域名（toplevel domains, TLDs）使用 SHA-1 雜湊函數。ICANN 呼籲所有網
域管理者盡早停用 SHA-1 雜湊函數，改用強度更高、更安全的雜
湊函數。
SHA-1 弱點及攻擊手法論文原文：https://sha-mbles.github.io/
ICANN 公告原文：https://www.icann.org/news/blog/it-s-time-to-moveaway-from-using-sha-1-in-the-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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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 和 DoH 也難擋訊務分析攻擊

文／Rebekah Houser
由於域名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完全開放的特性，
近年來監控、審查使用者瀏覽紀錄的案例層出不窮。為了保障使用
者隱私，兩種用來加密 DNS 訊務的新技術，DNS over TLS（DoT）
及 DNS over HTTPS（DoH）因應而生。
但這兩種加密工具也激發許多人的進一步疑問：「加密 DNS 到
底可以保護隱私到什麼地步？」其實，在 IETF 發布的 DoT 及 DoH
規範（RFC 7858、RFC 8484）中，就已說過有心人士仍可能利用訊
務分析等技巧，破解 DoT 或 DoH 的加密訊務。
德拉瓦大學的博士生 Rebekah Houser 最近在 APNIC 發表的文
章中，介紹他和研究同儕的測試結果；證實 DoT 加密有可能被破解
的同時，也強調 padding（加上 0 或空白補滿資料結構長度）的必要。
這個測試假設惡意攻擊者想知道被害人是否曾造訪特定網站。
為了達到目標，惡意攻擊者先在套用 DoT 的狀態下自行拜訪特定網
站，並把瀏覽紀錄的資料餵進分類器（classifier），訓練分類器利用
這些資料判斷使用者是否造訪特定網站。一旦訓練成功，惡意攻擊
者只要把鎖定被害人的訊務丟進分類器，就可以判斷對方是否造訪
過這些特定網站。（測試情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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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PNIC 部落格

測試中，Houser 與同伴也同時測試有無 padding 是否影響加密
訊務被破解的機率。根據測試結果，分類器在判斷加 padding 的訊務
時錯誤率明顯上升，也證實 padding 能進一步保護加密訊務免於被
破解的危險。
文中最後，Houser 也總結，雖然 padding 能明顯提升 DoT 的加
密效果，但未來仍然需要更多防衛工具和技術，才能進一步確保
DoT、DoH 等加密技術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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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 https://blog.apnic.net/2020/01/30/traffic-analysis-stillpossible-when-using-dot-and-doh/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Traffic analysis still
possible when using DoT and D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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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需要 DNSSEC？

文／國際瞭望
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是全球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的管理者，其使
命之一便是「維護 DNS 的安全、穩定及靈活性」
。為履行這個使命，
ICANN 始終從多個面向盡力維護 DNS 的安全，除了防治域名濫用
等相關努力，ICANN 也希望從根本，也就是 DNS 基礎建設上保護
全球 DNS 使用者的安全。網域名稱系統安全擴充程式（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 DNSSEC）就是這樣的技術，但 DNSSEC
要發揮功能，實質上保護 DNS 與使用者，仍須仰賴相關方共同的
努力。
有鑑於此，ICANN 技術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OCTO）特地發布《DNSSEC：保護 DNS 的安全》報告
（DNSSEC: Securing the DNS），說明 DNSSEC 如何運作、DNSSEC
的好處，以及如何建置 DNSSEC，期能進一步推動 DNSSEC 全球部
署普及率，加強 DNS 的安全、穩定及靈活性。

什麼是 DNSSEC
任何使用網際網路或連網裝置的人，無論是否知情，都會使用
到 DNS。以最簡化的概念來解釋，DNS 的任務是透過搜尋（lookup）
或解析（resolution）的自動化流程，配對人腦容易記得的域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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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com）和電腦使用但人類難以記住、由數字組成的網際網路
協 定 （ Internet Protocol ， IP ） 位 址 （ 如 192.0.2.189 或
2001:DB8:107A:61F7），藉此將使用者送達正確目的地。
我們也可將 DNS 理解為網際網路上的路標：有了路標，我們才
知道如何循路前往目的地。但是，若有惡意人士刻意置換路標或更
改路標方向，我們就會走錯路，甚至可能到達危險的地方。DNSSEC
可以防止上述情形發生，確保我們不會偏離正確的道路。

DNSSEC 如何運作
當 1 個人或組織註冊取得域名後，這個人或團體就會成為這筆
域名的註冊人。透過 DNSSEC，註冊人可以數位簽署持有域名的相
關資訊，在此同時，來自其他客戶端（如使用者網頁瀏覽器）的查
詢在取得回應後，也會因為回應中含有註冊人的數位簽章，從而確
認回應正確無誤，沒有中途被人掉包偷換過。
2010 年，ICANN 在 DNS 根區（Root Zone）啟動 DNSSEC，從
此以後所有根區的資料都含有 DNSSEC 數位簽章。照理而言，此舉
應能進一步促使全球的 DNSSEC 部署，但直至 10 年後的今天，全
球 DNSSEC 部署率仍相當低迷。

建置 DNSSEC 的好處
啟用 DNSSEC 到底有哪些好處？OCTO 報告中列出以下幾點：
・保護網際網路：保護 DNS 資料就是保護 DNS，而 DNS 是網
際網路的骨幹，因此 DNSSEC 也保護了網際網路。
・保護使用者：DNSSEC 確保使用者收到的域名資料並未經過
變造。換句話說，有了 DNSSEC，使用者若想在網站上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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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或取得服務，他們能成功到達欲前往的網站。
・保護企業、組織或政府：有了 DNSSEC，企業組織可以確保
使用者正確抵達自己的網站，而不被誤導至其他假冒或偽造
的網頁。
・促進創新：透過數位簽章，DNSSEC 確保 DNS 資料正確無
誤，因此安全可信。越多人使用 DNSSEC，就越能保證全球
DNS 資料庫正確、值得信賴。越多人信任網際網路的安全，
就越多人願意在此基礎上創新，發明新技術、服務或功能。
舉 例 而 言 ， DANE （ DNS-based Authentication of Named
Entities）憑證技術就是利用 DNSSEC 驗證的安全資料，解決
網際網路安全連線的其中一個弱點。

如何實際使用 DNSSEC
粗略而言，DNS 包含兩個面向：發布（publish）與查詢（lookup，
也就是解析/ resolution）。發布由註冊人（或代理人）負責，查詢則
由網路營運方，如網際網路服務供應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執行。要實現 DNSSEC 真正的效益，雙方都必須啟用 DNSSEC。
以域名持有人的面向而言，註冊人必須確保註冊域名的 DNS 資
料有 DNSSEC 簽章。以前這個步驟一般人很難自己操作，也因此常
有錯誤狀況出現。然而隨著時代演進，現在許多受理註冊機構或 ISP
提供包含 DNSSEC 的服務套裝，或代理 DNSSEC 的加值服務，註冊
人只須提供必要資料，後續操作就可直接交給專業人士處理。
在網路營運業者方面，則僅須在解析器開啟 DNSSEC 驗證就大
功告成。現在大部分的解析器軟體也都預設啟動 DNSSEC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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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DNSSEC 全球部署率始終無法提升
根據 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今（2020）年 3 月發表的
部落格文章（DNSSEC validation revisited），截至今年 2 月為止，全
球的 DNSSEC 部署率約仍只有 3 成，3 成中更有三分之一屬於僅「部
分部署」的使用者。
如前所述，自 ICANN 於 DNS 根區啟用 DNSSEC 起，至今已長
達 10 年。如果 DNSSEC 真如 ICANN 說的那麼好，為什麼過了這麼
久還無法普及？Geoff 在他的文章中分析原因，提出三點常見的
DNSSEC 缺點。
首先，對 DNS 區域（zone）管理人員而言，安裝 DNSSEC 只是
多了個「不知何時會出錯」的不確定因素。DNSSEC 不只會讓 DNS
回應封包變大，進而增加傳輸錯誤的機率，要求「驗證簽名」的額
外步驟也會拉長回應和處理 DNS 查詢的時間。
不僅如此，很多人認為 DNSSEC 並未真正解決「確保 DNS 回
應未被變造」的問題：大部分的終端系統都沒有親自執行 DNSSEC，
而是仰賴 DNS 解析器幫他們執行。這表示用戶端解析器（stub
resolver）和負責驗證的解析器之間，仍充分可能發生中間人攻擊
（Man-in-the-Middle Attack, MitM）。
最 後 ， 未 通 過 DNSSEC 的 DNS 查 詢 回 應 也 只 會 回 傳
「SERVFAIL」訊息。收到訊息的遞迴解析器根本不會知道這代表回
應未通過驗證，只會繼續嘗試向其他授權伺服器送出一樣的查詢。
一言以蔽之，DNSSEC 作為一個安全技術並不完善，而且安裝
成本遠高於效益。這也是許多業者對此技術卻步的原因。
針對類似抱怨，OCTO 報告中也回應，部署 DNSSEC 的成本及
風險已經隨著技術發展大幅減低，而且唯有越來越多的網路啟用
DNSSEC，才能真正發揮 DNSSEC 的保護效用，進一步確保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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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安全。報告中也建議讀者反向思考：都已經花力氣把資料放進
DNS 了，為何不再多花點力氣確保這些資料的安全呢？
OCTO 的使命是推廣、鑽研 ICANN 負責管理的單一識別碼系統
（unique identifier system）相關知識，並持續加強 ICANN 的技術深
度。OCTO 所有發布過的研究報告，都可在 ICANN 網站中的 OCTO
出版頁面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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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SEC validation revisited

文／Geoff Huston
DNSSEC 是一種用來加強 DNS 安全的技術。當使用者想要前往
特定網站，他使用的裝置內建伺服器會送出 DNS 查詢；這個伺服器
得到 DNS 回傳的答案後，就可以將使用者帶往目的地。當然，這是
以最基本、最概略的方式理解 DNS 運作原理；而 DNSSEC 的任務，
就是確保 DNS 回傳的回應沒有被中途變造。
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回顧近年的 DNSSEC 全球建
置趨勢，發現 2019 年雖穩定成長，但 2017 年至 2018 年間卻有一個
明顯的低谷（如下圖）
。在試圖解釋這些現象之前，他先說明他是如
何量測並取得這些資料，以及量測期間的其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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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ton 使用的量測方法，是透過網路廣告內嵌的 HTML5 代碼
取得使用者瀏覽器的一系列 URL，再利用 3 種不同類型的 URL 檢
測使用者是否啟用 DNSSEC。
量測結果發現，約九成使用者端的伺服器都預設要求對方回傳
時附上數位簽署紀錄，但是卻沒有「檢驗此簽名是否為真」的後續
流程。換句話說，大部分的遞迴伺服器(recursive server)都只啟用了
一半的 DNSSEC 功能。
至於為何 2017 年至 2018 年間 DNSSEC 安裝比例下滑，到 2019
年才又開始止跌回升？Huston 推測主因是原訂於 2017 年進行，後
延至隔年 10 月實施的金鑰簽署金鑰輪換（KSK Rollover）。為了避
免 KSK Rollover 後，DNSSEC 的簽署金鑰未同步更新而造成路由解
析問題，許多網路服務業者選擇在這期間直接停用 DNSSEC。
這個現象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如果網路服務業者可
以為了怕麻煩而停用 DNSSEC 一年以上，是否代表 DNSSEC 本來
就是個可有可無的安全功能？
截至 2020 年 2 月為止，全球的 DNSSEC 部署率約仍只有 3 成，
3 成中更有三分之一屬於僅「部分部署」的使用者。究竟安裝 DNSSEC
是否必要？Huston 一一舉出 DNSSEC 的優缺點，讓讀者進一步了解
業界對此安全技術的正反論點。
首先，對 DNS 區域（zone）管理人員而言，安裝 DNSSEC 只是
多了個「不知何時會出錯」的不確定因素。DNSSEC 不只會讓 DNS
回應封包變大，進而增加傳輸錯誤的機率，要求「驗證簽名」的額
外步驟也會拉長回應和處理 DNS 查詢的時間。
不僅如此，很多人認為 DNSSEC 並未真正解決「確保 DNS 回
應未被變造」的問題：大部分的終端系統都沒有親自執行 DNSSEC，
而是仰賴 DNS 解析器幫他們執行。這表示用戶端解析器（stub
resolver）和負責驗證的解析器之間，仍充分可能發生中間人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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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 未 通 過 DNSSEC 的 DNS 查 詢 回 應 也 只 會 回 傳
「SERVFAIL」訊息。收到訊息的遞迴解析器根本不會知道這代表回
應未通過驗證，只會繼續嘗試向其他授權伺服器送出一樣的查詢。
一言以蔽之，DNSSEC 作為一個安全技術並不完善，而且安裝
成本遠高於效益。這也是許多業者對此技術卻步的原因。
但是，目前的 DNS 基礎建設仍維持草建時期的樣貌，所有功能
都仰賴各方無條件的互相信任。換句話說，DNS 基礎建設完全沒有
任何針對惡意、濫用的安全防範措施。在這充滿漏洞的環境中，
DNSSEC 雖非完美，但其技術和功能仍具有意義。而且，許多開發
中、更強效的安全技術都必須以 DNSSEC 為基礎；DNSSEC 可說是
邁向更安全、更穩定的 DNS 之關鍵墊腳石。
最後 Huston 也再次呼籲，與其癡癡等待無懈可擊的安全技術，
不如先求有、再求好，安裝 DNSSEC，往更安全、更穩定的 DNS 穩
健前進。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DNSSEC validation
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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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連結本地位址到底有什麼問題？

文／Philip Homburg
本文說明 IPv6 連結本地位址（link-local address）的特殊性，以
及對 RIPE NCC 管理的全球網路量測系統 RIPE Atlas 之影響。

1.什麼是「鏈路本地位址」？
「連結本地位址」是電腦網路中一種特別的位址，僅限於網段
（network segment）或廣播網域（broadcast domain）中，電腦主機的
互相溝通使用。由於連結本地位址僅限本地使用，不同的網段中就
算使用一樣的連結本地位址也不會造成干擾。但也因此，路由器理
論上不會轉發帶有連結本地位址的封包。
IPv6 的連結本地位址和 IPv4 不同。IPv4 的連結本地位址只
有 在 動 態 主 機 配 置 協 定 （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沒有提供位址的情形才會出現。換句話說，IPv4 的連結本
地位址只會單獨出現。IPv6 連結本地位址則相反，它一定會跟 IPv6
位址一起出現。而且 IPv6 路由也常利用連結本地位址向其他主機
發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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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Pv6 連結本地位址和插座應用程式介面
（Socket Application Interface, Socket API）
若僅照字面上翻譯，Socket 就是「插座」的意思。要理解這個
功能為何叫作「插座」
，可以類比電話系統來解釋。在電話系統中，
只要設定好電話插座的號碼，任何一部電話都可透過這個插座和其
他電話通訊；電話如何撥接、路由設定等功能均由電話公司負責，
使用者完全不需有任何相關知識。
網路上的 Socket 就像電話插座，每個 Socket 都有自己的特殊
號碼（IP number + TCP port）；使用者只要知道對方的 Socket 號碼
就可以直接通訊，不用考慮訊務經過何種網路、主機放在什麼地方，
這些都是 ISP 業者的工作。
一般而言，電腦的內核程式（kernel）會替傳出去的連結或封包
選定適合的介面（interface）。但若內核程式選擇失敗，或使用者想
要自行選擇介面時，就必須刻意選擇介面上的本地位址；因為不同
介面上的位址應該都是獨一無二、互不相同，使用者可以利用這種
方式，間接設定透過希望的介面傳送連結／封包。
但是，這個方法套用到 IPv6 可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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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PNIC 部落格

如上圖所示，同一個 Router 的 4 個介面都使用一樣的 IPv6 連
結本地位址。換句話說，要在插座 API 上使用 IPv6 連結本地位址，
使用者一定要自己先設定好想要的介面。這跟以前的網路路由方式
很不一樣：只知道 IP 位址已經不夠了。
如前文所述，在插座 API 上使用 IPv6 位址時，需另外指定使用
介面。那麼，該如何以字元列出同時含有 IPv6 位址和指定介面的指
令？RFC4007 中規定用百分比符號（%）分開 IPv6 位址和區域代碼
（zone_id）。所以，如果想要表示介面 eth0 上的 IPv6 本地位址
（fe80::1），就可以寫成 fe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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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Pv6 連結本地位址對 RIPE Atlas 的影響
前述許多 IPv6 連結本地位址的可能問題，與 RIPE NCC 的量測
系統 RIPE Atlas 到底有什麼關係？RIPE Atlas 支援以探針（probe）
技術監測 DNS（Domain Name System）解析器，而這些解析器很可
能帶有連結本地位址。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RIPE Atlas 的探針技術都無法辨識帶有 IPv6
位址的 DNS 解析器。雖然改版後已可辨識，但 RIPE Atlas 團隊仍因
為使用率太低、設定太複雜等原因，決定不加入「辨識 IPv6 位址中
的區域代碼」功能。
也因此，由於 RIPE Atlas 的量測技術無法辨認連結本地位址後
面的區域代碼，若量測目標含有連結本地位址，剖析器可能因此無
法剖析，進而導致故障。
在所有版本的 RIPE Atlas 探針技術中，只有去年 2 月發布的第
4 版探針技術支援辨識區域代碼。
若您有興趣進一步了解 RIPE Atlas 量測系統，可前往 RIPE Atlas
網站。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What’s the deal with
IPv6 link-local add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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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P 與新興通訊技術

文／Geoff Huston
去年在「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會議中，出現了一個名為「New IP」的提案。提案中預測未來
網路及通訊技術將走向集中化，並提議各種新興應用技術都應透過
中央化的通訊架構、由中央化的管理機制控管。作者認為這個提案
完全忽視網際網路 30 年來的發展脈絡：通訊服務產業早已脫離「計
畫經濟」
、邁入「市場經濟」
；換句話說，如今決定通訊服務發展方
向的，早已不是某個國際組織裡的「研究小組」
，而是市場中的消
費者。
作者解釋，現代數位通訊環境，也就是網際網路的技術，根本
上是以「封包」的概念取代電話技術的「電路仿真」
（circuit emulation）
模式。比起電話技術中以通訊網路為主、終端裝置只能被動接收的
設計，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IP）架構的革命性改變，則
是通訊網路僅被動交換封包，回應、接收等主動權都推向網際網路
終端的裝置。換句話說，New IP 不只經濟上不可行，技術上也倒行
逆施。
那麼，作者預想中，真正值得關注的新興通訊技術有哪些？

光同調（optical coherence）
光學編碼使用的「開關鍵控」
（on-off keying, OOK）技術雖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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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進化到可以支援每秒 10GB 的速度，但仍遠遠未及光纖可乘載的
速度極限。通訊技術現在也開始探索「光同調」技術，透過相幅（phaseamplitude）和極化鍵控（polarization keying）
，試圖達成逼近「向農
限制」
（Shannon Limit）的資料乘載量。作者預測，未來幾年內我們
就可看到兆位元的光學網路系統。

5G
根據作者，5G 跟 4G 本質上大同小異，唯一的差別只是 5G 使
用的射頻更高。高射頻的問題在於更容易被建築物、牆壁、樹木及
其他體積較大的物品阻擋，而 5G 為了彌補這個缺點，就需要建立更
多基地臺。也因此，雖然大家開口閉口 5G，但究竟能否產生穩固、
永續支援 5G 全面服務的經濟模型，作者仍存疑。

IPv6
雖然第一筆說明 IPv6 技術的 RFC 1883 早在 1995 年就發布，但
作者解釋，之所以將 IPv6 納入「新興技術」
，是因為 IPv6 以技術而
言算有點「老」的 25 歲，但仍符合「將在未來幾年內大幅增加」的
「新興」定義。另一方面，IPv6 延伸表頭（extension header）的問題
也尚未找到最佳解方。因此作者認為，IPv6 仍是值得注意的新興通
訊技術。
Geoff Huston 總共列出 7 項他認為值得關注的新興通訊技術，
除了前述介紹的光同調（optical coherence）
、5G 以及 IPv6 外，有關
「瓶頸頻寬和雙向傳播時間」（Bottleneck Bandwidth and Round-trip
propagation time, BBR），以及「快速 UDP 網路連線」（Quick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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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Connections, QUIC）兩項技術，介紹如下：

瓶頸頻寬和雙向傳播時間
BBR 是 Google 的一種壅塞控制演算法。過去 TCP/IP 大多是先
觀測傳輸時封包有無丟失，若丟失便判斷為網路壅塞並全面降速，
直到成功傳出丟失的封包。這會導致緩衝區（buffer）不斷擴大，在
傳輸大量資料時速度越來越慢、最後卡死。而 BBR 演算法的變革，
則是透過不斷偵測封包傳輸的錯誤率，根據總傳輸量和錯誤量的比
例來決定要以何種頻寬傳輸，降低緩衝區堵塞的狀況，進而提高傳
輸速度。
無論在流量控制或速度管理上，BBR 演算法帶來的革新都可在
網際網路史上留下一筆。作者強烈推薦大家持續關注 BBR 的發展。

快速 UDP 網路連線
QUIC 也是由 Google 研發的新傳輸協議，目前已在網際網路工
程小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中以第三代 HTTP
（HTTP/3）的定位討論。QUIC 的出現是為了解決 HTTP/2 傳輸層
線頭阻塞（head-of-line blocking，HOL blocking）和 HTTP 連線建立
過程冗長的問題。作者在文中僅聚焦於 QUIC 的其中一個特徵，就
是把資料封裝成加密過的 UDP 封包，並在 UDP 上傳輸。
與在 TCP 上傳輸，大家都可看到 IP 封包內容的 HTTP/2 不同，
QUIC 的做法是將本來傳輸中公開的 TCP 流量管制參數隱藏起來。
這代表網路營運方無法再依自身的網路管理政策管控轄下網路中的
封包傳輸，相反的，應用層握有更大的控制權，可以選擇依平臺調
整資料傳輸的速度和流量。 作者認為，隨著網際網路繼續演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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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權從作業系統平臺轉至應用程式將是不可逆的趨勢。
除了上述 5 項值得關注的新興通訊技術，尚有最後 2 項「無解
析器 DNS（Resolverless DNS）」
、
「量子網路（Quantum networking）」
，
分述如下：

無解析器 DNS
HTTPS 作為隱私保護技術的歷史幾乎和防火牆一樣久，也因
此，作者認為 DoH 將 DNS 放到 HTTPs 傳輸的做法並不算特別創
新。值得注意的，反而是「伺服器推送」
（server push）功能的變革。
「伺服器推送」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網頁加載效能。簡單來說，
「伺服器推送」做的是在瀏覽器與伺服器建立 HTTP/2 連線後，由
伺服端主動將 HTML 中關聯的 CSS、JavaScript、圖片等資源，先行
推送到瀏覽器快取起來。在此情境中，DNS 查詢跟回應對 HTTP 而
言就跟任何其他資料物件一樣。換句話說，HTTP 大可在沒收到 DNS
查詢的情況下，主動推送 DNS 回應。
作者解釋，我們之所以可以在網際網路上彼此溝通，是因為我
們用來指稱特定資源的名字，也就是網域名稱，是統一一致的。這
表示不管使用者用的應用程式、DNS 查詢目的為何，得到的 DNS 回
應都會一模一樣。但是，在「伺服器推送」的情境下，因為網站可以
自行將 DNS 回應推送給使用者，他們就不需要遵守上述「統一一致
的域名定義」規則，而可以自行定義域名。這會造成原本統一整合
的名稱空間（name space）裂解為多個各自獨立卻部分重疊的名稱空
間，進而產生域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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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網路
歷史上，在人類技術還未能製造電腦時，數學家就已經可以計
算出有了電腦後，哪些問題可以透過電腦解決，哪些普通電腦仍無
法計算。在人類還未能製造量子電腦時，人類就知道哪些當時無解
的問題可以透過量子電腦解決。以此類推，量子網路勢必將成為現
實。但究竟量子網路會跟量子物理學一樣，成為只有少數人能理解
的超進階版數位網路，還是成為未來數位服務的基礎架構，目前則
難以推斷。
作者最後預測，隨著網路技術持續發展，人們將越來越缺乏動
力繼續維護「單一整合、互相連結」的網際網路。另一個可能的發
展則是應用層握有越來越多掌控權，而應用層的業者會為了經濟利
益而選擇獨占手中的資料。
換句話說，網際網路目前的進化方向是所有資源逐步集中於裝
置、應用層，網路的重要性除了「傳遞封包」別無其他。也因此，作
者判定，New IP 這種從頭到尾搞錯重點的提案，終將成為歷史塵埃。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New IP and emerging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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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DNS 觀察「在家工作」對網際網路的影
響

文／Joao Luis Silva Damas
今（2020）年 6 月的北美網路維運社群（Network Operating Group,
NOG）會議中，Nokia Deepfield 的 Craig Labowitz 分享了 2020 年間，
COVID-19 對網際網路使用的影響，包括訊務量大幅增加、各種視訊
軟體服務的使用量激增等。根據 Craig 的分享，3 月周末尖峰時段的
訊務，比非疫情期間高漲 45%左右。
當然，在多個國家實施程度不一的社交禁令、禁止非必要外出
政策的情況下，上述現象並不令人意外。在疫情肆虐之下，企業開
始在家工作，學生也不得不從家裡遠端學習；過去的通勤縮短為從
臥房到電腦鍵盤的距離，面對面的會議與課堂也被 Zoom、Skype、
WhatsApp 等軟體取代。
根據 APNIC 的量測平臺資料，每個國家的 DNS 訊務依各國的
防疫對策、封鎖及解封時間有不同的變化，但也有一些變化趨勢是
全球一致的，例如 IPv6 的使用率變化。
作者指出，IPv6 部署的推動淪為疫情下的犧牲品。去年一年間
至少有 5%的成長率，但今年直到 6 月為止，IPv6 的部署率僅成長
1%。他也表示，雖然網路整體情況在 6 月左右回復原狀，但 IPv6 使
用率在過去 6 周持續下滑；至少得等到 8 月結束以後，才可能看到
IPv6 部署回春。另一方面，DNSSEC 的部署率也跟 IPv6 一樣呈現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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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甚至有部分下滑的情形。
總結而言，雖然真實世界中的疫情還沒結束，甚至在部分地區
有捲土重來的現象，但網路世界，或說 DNS 訊務表現，已經逐漸回
復疫情前的樣態。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What can the DNS tell
us about the effect of working from home on the Internet?。

網路技術

189

DNS RPZ：讓 DNS 成為另一層防護網

文／Swapneel Patnekar
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是網際網路的關鍵
要素。但就像所有重要的東西一樣，很多惡意人士喜歡把 DNS 當成
攻擊目標。也因此，了解如何保護 DNS 安全，尤其對於維運自有解
析器的人而言特別重要。
COVID-19 全球疫情導致許多人必須在家工作。自有裝置的安
全性不足和家用網路的弱點，也成為資安專家關心的重要議題。 從
安全角度來看，家用網路和企業網路大相逕庭。家用網路「平面化
網路」
（flat network）的本質有兩個不容忽視的短處：一是單一廣播
網域導致無法分隔訊務，二是惡意訊務在平面化網路中傳播更快也
更容易。
在一般 DNS 運作中，遞迴解析器（recursive resolver）的角色最
為吃重。而隨著網際網路進化，負責營運遞迴解析器的人也從使用
者自己、ISP 業者，轉移到今日的雲端解析器。然而作者認為，若要
追求 DNS 解析速度，解析器是離使用者越近越好。這也是為什麼作
者極度推薦讀者維運自己的 DNS 解析器。
不僅是速度，作者強調，若想如標題所言，利用 DNS 為平面化
網路加裝一層便宜的防護網，你絕對必須擁有自己的遞迴解析器。
DNS Response Policy Zones（RPZ） 是一種類似防火牆的安全
措施，重點是經濟實惠。有了 RPZ，域名伺服器管理者可以在全球
DNS 上套用個人化域名管理政策，如為特定 DNS 查詢另外設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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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這做法最常用於對付惡意域名。
RPZ 是相對新的做法，目前也還在「標準化」階段。有興趣的
讀者，可在此閱讀 RPZ 的最新提案。RPZ 的一個關鍵特色是非廠商
導向（vendor-neutral）
，而且 BIND、Unbound 和 PowerDNS Recursor
都支援 RPZ。
後續作者也將另行撰文，詳細介紹如何在 ISC BIND9 中設定
RPZ 饋送（feed）。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DNS RPZ: Using the
DNS as a layer of d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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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RPZ 摘要說明

文／黃勝雄

一、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擴展，網路犯罪與網路安全日益惡化。TWNIC
整合國內網路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ISP）建構 DNS RPZ （Response
Policy Zone，以下簡稱 RPZ）
，RPZ 可限制境內外惡意網域名稱或 IP
位址接取，可作為資安防護的第一線防衛措施。TWNIC 同時依據
RPZ 架構特性，規劃符合正當程序之政策模式及審核要件作為 RPZ
執行依據。限制惡意域名接取依據包含法院判決或行政機關命令，
或有資安疑慮且影響資安重大者。
網路安全與網路犯罪的防範必須由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
從網路治理角度網路中介者（internet intermediary）已從過去法律責
任 （ intermediary liability ） 轉 變 為 治 理 責 任 （ intermediary
responsibility）。TWNIC 與國內 RPZ 參與者作為網路關鍵基礎設施
提供者，了解中介者在網路空間之義務與責任，採取符合法律及正
當程序的措施，共同為網路空間安全與打擊網路犯罪努力，以完備
網路中介者良善治理責任。

二、DNS RPZ 技術簡介
網路安全與網路犯罪問題日益惡化，而 DNS 域名伺服器更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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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攻擊與網路犯罪首要目標，透過 DNS 進行多種網路駭侵類型。
DNS RPZ 是域名系統服務器提供的功能之一。有越來越多惡意程式
及殭屍網路利用 DNS 查詢 C&C 伺服器（Command and Control
Server）
，RPZ 允許遞歸解析器（recursive resolver）以自定義的資訊
修改解析的結果後，以避免使用者接取惡意或不當的網域名稱或 IP
位址。
DNS RPZ 採取主從架構，當不當網域名稱或 IP 位址寫入主節
點 DNS RPZ，所有參與 DNS RPZ 的次級節點會同時限制接取此不
當網域名稱或 IP 位址。TWNIC 負責台灣國家網域名稱 .tw 的註冊
與營運，為提升網路空間安全，TWNIC 與國內網路關鍵基礎設施提
供者共同合作建構全台 DNS RPZ 服務架構，透過全台 DNS RPZ
服務架構，DNS RPZ 限制接取的網域名稱不限於 .tw 國家頂級網
域名稱，作為境內或境外惡意網域名稱第一線的防護措施。台灣
DNS RPZ 架構如下圖：

圖 1 國家型 DNS RPZ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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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NS RPZ 政策模式
TWNIC DNS RPZ 對於防止國內使用者接取不當或惡意網域名
稱的接取具有強制約束力，但此強制措施必須建立在合法之正當程
序。目前 TWNIC DNS RPZ 政策模式規範兩種情況，情況一為依據
法院判決/裁定或行政機關命令，移除性質為依據法律及因應法律規
定所採取行動。情況二為網域名稱係有資安疑慮且影響資安重大者，
移除性質為法律認定關鍵基礎設施有維護資安之義務及因應法律規
定所採取行動。情況一由法律構面設計需要之審核要件，情況二由
技術構面設計需要之審核要件。

表1

DNS RPZ 政策模式

情況一：依據法院判決／裁定或行政機關命令之聲請、審核、
決定、及申訴程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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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情況一：依據法院判決/裁定或行政機關命令

情況二、有資安疑慮的網域名稱之聲請、審核、決定與申訴程
序如下表所示。

表 3 情況二：有資安疑慮的網域名稱

網路技術 195

四、DNS RPZ 未來展望
網路攻擊與網路犯罪成為今日網際網路面臨最大威脅，我們必
須不斷研究導入先進資訊技術，同時需持續檢視與完善可行法規。
從網路治理角度，不同利害關係人必須共同參與以減緩網路安全威
脅。網路中介者（Internet Intermediary）也必須承擔更多責任。
Godaddy、Amazon、Neustar、PIR 等 48 家大型網路註冊機構在 2020
年提出域名濫用框架倡議（DNS Abuse Framework），作為網路中介
者防範域名駭侵的自律規範。框架定義五種技術濫用類型（Technical
Abuse），包含惡意軟體 malware、殭屍網路 botnets、網路釣魚
phishing、網址嫁接 pharming、及垃圾郵件 spam。技術濫用類型具
有明確的技術鑑定度，不會介入人為的內容審查。在域名濫用框架
下域名註冊管理機構需採取管制措施防止技術駭侵，並將防範犯罪
駭侵責任載明於服務合約，以強化網路中介者治理責任。

圖 2 網路中介者治理框架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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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濫用框架也重新詮釋網路中介者在網際空間（cyberspace）
的 責 任 ， 中 介 者 責 任 由 傳 統 的 中 介 者 法 律 責 任 （ intermediary
liabilities）演化為中介者治理責任（intermediary responsibilities）
。多
方利害關係人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l）一直是網路治理秉持的
治理原則，網路中介者為網際網路主要利害關係人，網路中介者除
了法規遵循外，中介者具備更大能力改善全球網際空間強韌與安全。
面對多元的網路犯罪樣態，我們樂見網路中介者發揮其架構優勢，
發展可行的治理框架，勇於承擔網路中介者所應具備的良善治理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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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碼技術健康指標（ITHI）的應用與觀察

文／國際瞭望
維護網際網路單一識別碼系統（unique identifier systems）的安
全與穩定是 ICANN 的使命。而 ICANN 履行此使命的方式之一，就
是持續監控並蒐集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相關
資料。最為人熟知的域名濫用活動通報（Domain Abuse Activity
Reporting, DAAR）也是這項任務的一環，尤其在 COVID-19 疫情期
間，DAAR 在防治域名濫用上成效斐然。
另一項以分析 DNS 營運趨勢為主要任務的「識別碼技術健康指
標」
（Identifier Technology Health Indicators, ITHI）計畫，雖較鮮為人
知，但重要性與 DAAR 不相上下。
ITHI 的資料呈現遞迴解析器和權威伺服器之間的訊務規律。透
過觀察訊務規律的變化趨勢，我們得以進一步了解 DNS 運作的整體
樣貌。其中一個我們透過 ITHI 發現的有趣事實，是全世界上百萬個
解析器中，我們只需觀測特定的 208 個遞迴解析器，就可以了解全
球一半網際網路使用者的 DNS 訊務模式。除了這些小知識外，ITHI
網站也提供其他資料，如全球有多少解析器在執行域名系統安全擴
充程式（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 DNSSEC）等。
ITHI 的資料來自熱心參與的社群成員，包括 TWNIC 等若干國
碼頂級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註冊管理機構、
網路服務供應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還有大學機構。
ITHI 網站上有公開的完整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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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註冊管理機構或 ISP 想參加 ITHI 計畫，ICANN 會提供用來
蒐集、分析 DNS 訊務的軟體，這些工具都是開源軟體，可直接從
Github 取得。ICANN 技術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CTO，OCTO）的
Alain Durand 是 ITHI 計畫的主持人，若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寄信到
他的信箱 alain.durand@icann.org。
為了讓公眾更加了解 ITHI 對於 DNS 維運社群的助益，ICANN
技術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CTO，OCTO）特別撰文分享該計畫
的成果，並以「從識別碼技術健康指標看解析器集中度」為例提
出說明。
一般而言，DNS 解析器會由使用者的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預先設定，然而也有所謂的「開放 DNS 解析
器」
（open DNS resolvers）
，它們獨立於任何 ISP，且其中有些已經運
行多年，例如 Cisco Umbrella，或是 Google 的 Public DNS 服務，較
新的服務則像是 Cloudflare 和 Quad9 提供的開放 DNS 服務。
當越來越多使用者利用特定業者提供的 DNS 解析服務時，就有
可能導致解析器過度集中之情形，在過去兩年當中，ICANN 社群也
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諸多討論。在尚未解決的問題中，有 1 個便是部
署 DoH（DNS over HTTPS）或 DoT（DNS over TLS）這種加密及驗
證 DNS 流量的方法，是否會導致 DNS 解析器市場更加集中，因此
ICANN 決定與亞太地區的區域網際網路註冊管理機構（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RIR）APNIC 共同合作，將 DNS 解析器集中度的量
測納入 ITHI 研究計畫中。
考量到一般使用者在進行網路查詢時可能會使用到兩個以上的
解析器，研究團隊決定只計算第 1 筆查詢紀錄的 DNS 解析器，接著
按照每個解析程式所服務的用戶數量進行排序。這項作業從 2019
年 10 月開始進行，截至 2020 年 10 月統計的結果發現，需要 212
臺解析器才能服務 50%的網路使用者，若要服務到 90%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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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要有 2,149 臺解析器，這些數字在過去的 12 個月當中呈現穩定
的狀態。
解析器過度集中雖然可能不會直接影響網路的彈性，但確實是
需要列入考慮的重要因素。ICANN 目前正在積極研究此項問題，並
籲請維運大型 DNS 遞迴解析器或頂級域名的組織能提供匿名資料
予 ICANN 進行量測及研究。
參考資料：https://www.icann.org/news/blog/the-importance-of-ithi-toyou-and-how-to-participate
https://www.icann.org/news/blog/what-ithi-can-tell-us-about-resolver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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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理位置服務的準確性

文／Ioana Livadariu
由散布全球的微型服務所組成的線上服務越來越多，我們也需
要更加注意這類型服務的安全及性能風險。為了掌握類似服務的分
布，確保安全及性能，技術社群開發多種方式，希望準確推測 IP 位
址的實際地理位置。
本文作者及其來自 SimulaMet 的團隊最近展開 1 項調查研究，
目的是分析這些方式彼此之間的差異，並量測各方式的準確性。
研究結果顯示，現有將網際網路端點對應到實際地理位置的方
式並不夠準確。以經濟體層級的地理位置對照圖而言，77%根據 IPv4
分布所製成，以及 65%根據 IPv6 製成的地圖中，都會漏掉至少 1 個
IP 路徑途經的經濟體。
團隊也發現，目前最受歡迎的地理位置對照服務，都極度依賴
區域網際網路註冊管理機構（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RIR）公布的
資料。然而，遇到國際性自治系統（ Autonomous System, AS），或
是因合併、收購而變動所有權的裝置時，RIR 常會錯誤定位這些 IP
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地理定位資料幅員不足、IP 對經濟體的定
位錯誤，都可能進一步造成經濟體層級 IP 路徑對照圖中，經濟體被
誤加或錯漏的情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作者及團隊提出全新的量測方式。這個新
量測方式的宗旨很簡單：若直接從 IP 路徑上的 AS 探測位置，則可
以大幅縮減地理位置的推測範圍，進而提高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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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首先利用現有的量測方式（WHOIS、DNS 名稱和地理定位）
找出 IP 空間的所有人和可能位置，再利用這些資料訂出一個「制高
點」（vantage point, VP），從此 VP 量測欲探測的 IP。目前，團隊傾
向將開放存取的量測工具 looking glass（LG）當成 VP；若透過
traceroute 量測，團隊得以證實目標 IP 與被當成 VP 的 LG 距離夠
近，該 LG 就將視同目標 IP 位置，並放進定位地圖中。具體量測方
式如下圖：

團隊仍持續探索能進一步加強此量測方式準確性的方法，也歡
迎讀者留言提出建議。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How accurate are IP
geoloc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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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 代理攻擊服務親身體驗分享：下架
網站有效嗎？

文／Daniel Kopp
網路已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關鍵元素，而網路攻擊亦無可避
免成為現代人的日常課題。常見的攻擊如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DDoS），甚至出現大量「代理攻擊」
服務網站，只要付費成為會員，就可利用這些網站的「啟動器」
（booter）服務發動 DDoS 攻擊。
作者及合作團隊透過親身體驗分析市面上的代理攻擊服務樣
態，亦檢視 2018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下架 15 個 DDoS 代理攻擊網站的實際效果。本研究除了於今
（ 2020 ） 年 RIPE 80 發 表 外 ， 完 整 研 究 論 文 亦 於 計 算 機 協 會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ACM）的 2019 年網際網路量
測會議（Internet Measurement Conference, IMC）發表。
為此研究，作者團隊註冊購買市面上的 DDoS 攻擊代理服務，
並利用該服務攻擊自身位於 DE-CIX 的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研究團
隊不僅在 4 個不同的攻擊代理服務網站購買服務，更不惜以 10 倍高
價購入 VIP 服務；業者宣稱 VIP 服務的 DDoS 服務攻擊訊務頻率高
達每秒 80-100Gb，遠高於非 VIP 的每秒 8-12Gb，而作者團隊也親
身驗證此言不虛。
在親自購買並體驗被攻擊的滋味後，研究團隊發現 VIP 及非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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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攻擊服務利用的是同一組反射器（reflector）
。換句話說，VIP 的
高頻率攻擊僅來自更高的封包傳送率，與放大器無關。研究團隊也
無法透過 DDoS 攻擊使用的放大器，找出攻擊背後的代理攻擊服務
網站。
FBI 於 2018 年 12 月查封了 15 個代理攻擊服務網站的網域。同
年間，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也查封多筆類似網站的域名。但這
些來自執法機關的動作，究竟是否有效減少了 DDoS 攻擊？
根據作者團隊研究結果，執法機關的查封沒有任何顯著成效。
主要是因為執法單位查封的僅是代理攻擊服務的入口網站，而業者
真正用來發動攻擊的反射器和放大器域名都仍完好存在於網際網
路。換句話說，業者僅須重新註冊用來招攬顧客和說明服務費用的
網站，就可以無痛重起爐灶。
作者最後說明，此研究之目的是提供更清楚、現實的網路威脅
概況，希望執法單位認知目前取締行動的不足。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DDoS hide and seek: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 booter service take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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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KI 問答：我們為什麼不外包驗證？

文／Geoff Huston
身為 APNIC 首席科學家，Geoff Huston 經常收到許多關於邊界
閘道通訊協定（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路由安全的問題。在
這篇文章中 ，Geoff 說明為什麼他 認為目前資 源公鑰基礎 建設
（Resource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RPKI）建置的方式是把安全外
包，並丟出許多假設問題，希望藉此激盪社群新想法，共同思考如
何更安全的部署 RPKI。
很多人會說「安全外包」
（outsourced security）的概念自相矛盾。
然而，Geoff 指出，目前域名安全擴充程式（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 DNSSEC）的部署方式就是把安全外包：使用者
端的內建伺服器（stub resolver）不驗證 DNS 回應，而是仰賴遞迴解
析器進行驗證後，直接收受未加密、附上「已驗證」標籤的回應。
DNSSEC 這種無條件信任的做法聽起來不免令人心生懷疑，然
而，Geoff 指出，RPKI 的驗證方式與 DNSSEC 其實大同小異。以最
簡單的概念解釋，RPKI 是把「已驗證」標籤貼在路由宣告上，BGP
看到標籤，就相信此路由宣告安全並轉傳出去。
在 DNSSEC 中，客戶端至少還可以要求遞迴解析器「不管驗證
結果如何都把回應傳給我」
，但 RPKI 卻做不到這點。目前的實作上，
有部署 RPKI 的路由會直接丟掉未通過驗證的訊息。路由運作的基
本原理是每個路由都保證會轉傳來自其他路由的訊息，直到訊息到
達目的地。如此一來，當部署了 RPKI 的路由把未通過驗證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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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掉，它的下一個鄰居就收不到訊息，但也不會知道自己沒有收到
訊息。從這個角度理解，RPKI 等於是讓你的鄰居幫你決定是否接受
訊息，也是一種「安全外包」。
為 了 推 廣 RPKI ， 很 多 單 位 ， 包 括 區 域 網 路 註 冊 管 理 機 構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RIR）提供所謂的「RPKI 代管服務」
，幫
客戶執行 RPKI 功能。Geoff 認為這也是安全外包，看似安全，其實
是交出掌控權，為自己徒增弱點。
那麼，不如完全捨棄代管服務，也不要在 BGP 上裝 RPKI 了，
把一切都裝在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如
何？反正現在很多人不都認為有了 CDN，也不太需要網際網路了？
Geoff 最後表示，這篇文章並非為了提出完美解方。透過說明路
由如何運作，指出問題，他希望藉此拋磚引玉，激勵眾人一起想出
更安全的路由運作方式。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RPKI Q&A — Why
don’t we outsource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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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的好處

文／國際瞭望

一、外包電子郵件服務
過去幾年來，「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儼然
成為趨勢，建立、營運自有電子郵件伺服器似乎早已過時。但近年
來第三方服務疏失導致的資安事件頻傳，回頭來看，自營電子郵件
伺服器似乎又變得具有說服力。
對於正考慮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的讀者，ANPIC 發布一系列文
章，說明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的好處，並提供營運方面的重要訣竅。
外包電子郵件的第一個缺點，就是你沒有完全控制權。不同產
業、行業、乃至企業所需的安全結構都不同。金融機構、連鎖旅館
乃至醫療機構都握有大量個資，但資料種類、敏感度，進而衍生的
安全風險都大不相同。
第三方能為你量身打造專屬的電子郵件伺服器嗎？事實是，客
製化服務有其極限；一旦決定外包電子郵件服務，就註定了你成為
數萬名客戶中的一人。以 Google 來說，你將只是 6 百萬客戶中的滄
海一粟。
然而，若你選擇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你就能享有以下優勢：
・完全自訂設置：在可能範圍內，你將有全權掌控如何收發電
子郵件。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依自身需求設定電子郵件過濾
基準，這是一般商業化電子郵件服務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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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全球大當機：一旦自己負責營運自己的電子郵件伺服器，
以後那些「微軟大當機，全球 Outlook 使用者叫苦連天」就和
你無緣了。
・避免傳送失敗：若外包電子郵件服務，當有太多其他惡意使
用者導致第三方伺服器的傳送成功率低落時，你也不免受到
牽連。但若自營電子郵件服務，伺服器將只負責收發你的電
子郵件，同樣的問題就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安全：無論有無外包，傳送中的電子郵件都具備端到端加密
保護。然而，一旦到達伺服器，郵件就是未加密的狀態了。
換句話說，誰負責營運伺服器，誰就必須全權負起保護郵件
安全的責任。對須高度掌控所有環節安全的企業而言，自營
電子郵件伺服器不失為理想之道。
・除錯：無須苦苦等待第三方處理，你可以輕易快速在自己的
伺服器中找出問題。
除了以上優勢外，隱私保護也是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的一大優
點。過去不乏電子郵件服務業者在使用條款中直接表明將利用電子
郵件內容投放廣告的案例，更不用說若服務供應業者的伺服器位於
海外，則伺服器中的資料處置皆須受當地司法管轄，資料主人也少
有置喙的餘地。
作者在文末表示，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雖然好處多多，但對很
多單位而言，在多種因素衡量之下，這仍不是最有利的選項。但是
若看完這篇文章，你也對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躍躍欲試，敬請期待
接下來的說明，作者會教大家如何在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中設定封
鎖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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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 DNSBL 保護電子郵件安全
若希望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一定得學會如何設置電子郵件過
濾機制。基本上，只要利用簡易郵件傳輸協定（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SMTP）交握（handshake）和內容過濾，根據域名系統封鎖
名單（Domain Name System Blocklists, DNSBL）過濾郵件，就可以
剔除大部分垃圾郵件。
簡單來說，封鎖名單就是儲存 DNS 區域檔案中包括 IP 位址、
域名、雜湊函數（hash）資料的資料庫。是否將這些資料納入封鎖名
單資料庫，則由供應方訂定的政策決定。一般而言，若某筆資料出
現在封鎖名單，就表示該筆域名跟發送垃圾郵件及釣魚信件、傳播
惡意軟體，或者本身是殭屍網路或釣魚網站等惡意行為有直接關係，
也可能是域名的評等信譽不佳。
伺服器隨時可查詢 DNSBL 並取得即時回應，一旦回應確認該
筆域名在封鎖名單中，接收方的電子郵件伺服器可決定要直接封鎖、
不接收該郵件，或仍接收但標註警語，以便其他後續過濾程序。
前面提到，封鎖名單裡主要蒐集 IP 位址、域名和雜湊函數等資
料，也有主攻其中單項資料的資料庫，以下簡單介紹這 3 種資料的
內涵：
・IP 位址封鎖名單：包含用來寄送垃圾郵件、或證據顯示已被
惡意軟體感染的 IP 位址。著名封鎖名單資料庫供應業者
Spamhaus 另設有「政策性封鎖名單」
（Policy Blocklist, PBL）
，
供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依自
身需求設定封鎖名單，例如封鎖自物聯網裝置（門鈴、空調
溫控等）發送的電子郵件。
・域名封鎖名單：包括跟垃圾郵件、釣魚郵件和殭屍網路有關
的域名。有些封鎖名單也會列入註冊未滿 24 小時，還不能用

網路技術

209

來發送電子郵件的域名，因為很多網路罪犯會利用註冊域名
後短暫的「清白期」發送垃圾郵件。
・雜湊函數封鎖名單：這個名單涵蓋涉及惡意內容的加密雜湊
函數，主要是用來根據內容封鎖電子郵件。

三、使用域名系統封鎖名單的優點
自營電子郵件伺服器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保護信箱免於被垃圾
郵件灌爆。市面上有各種過濾郵件的方式，從昂貴精細的內容過濾
到網路社群協作的封鎖名單都有。
作者認為，要在第一道防線擋住大量垃圾郵件，DNSBL 是最有
效、簡單，又經濟實惠的做法。
在電子郵件傳輸的簡易郵件傳輸協定（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SMTP）第一階段，就可以透過查詢 DNSBL 過濾掉 98%的
不必要郵件，這也是成本效益最高的方式，不僅省錢，也能節省 CPU
效能，得以善用資源集中檢查真正「可疑」的信件。
相反的，如果你的垃圾郵件處理策略是每封都以內容過濾，若
遭到大量或持續性的垃圾郵件攻擊，不但極其耗費資源，你的電子
郵件伺服器更可能因為無法承受垃圾郵件的數量及頻率而崩潰。
在初始階段、也就是 SMTP 交握（handshake）時就直接拒絕接
收可疑信件的另一個好處，是寄件者也會因此收到傳送狀態通知
（Delivery Status Notification, DSN），馬上知道信件沒有傳送成功，
如此一來，寄件者那端也可以更快速釐清傳送失敗的原因。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本文綜合 3 篇文稿而成，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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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e Bianchi 撰文，原標題為 Is outsourcing email always the best
option?；Matt Stith 撰文，原標題為 DNSBLs for email filtering – an
introduction；Gianmarco Pagani 撰文，原標題為 How to use blocklists
effectively。

網路技術

211

IPv6 加強創新，擁抱 5G 及雲端時代的 IP
未來

文／國際瞭望
今（2020）年 6 月 16 日，Light Reading 組織了一個由 IPv6 論
壇、ETSI 和 EANTC 認可的網路研討會，主題為「IPv6 加強創新：
擁抱 5G 和雲端時代的 IP 未來」
。來自標準組織，網路營運商，設備
供應商，政府，大學和研究機構等超過 200 多名專家參加此研討會。
會中講者分享了在歐洲部署 IPv6 的經驗，好處，挑戰以及相關的標
準化進展和業務狀況。
在 5G 和雲端時代，連接到網路的設備數量將超過 1,000 億。
IPv6 從根本上解決了 IP 地址不足的問題。此外，IPv6 擴充表頭功能
大大地提高封包的可伸縮性和靈活性，為下一代網路開創一個好的
起點。
而運作於 IPv6 的 SRv6 （Segment Routing Over IPv6） 標準也
有 了 進 一 步 成 果 。 IETF 於 3 月 正 式 發 布 了 SRv6 標 準 文 件
[RFC8754] ( IPv6 Segment Routing Header )，該文件定義 SRv6 分段
路由表頭（SRH）的封裝格式。為 SRv6 進入大規模商業化應用和設
備間的互通性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IPv6 論壇創始人、總裁及 ETSI
IP6 集團主席 Latif Ladid 博士分享 IPv6 +（IPv6 加強創新）願景提
到，自動駕駛、工業自動化、VR（Virtual Reality）
、智慧醫療和物聯
網等應用，需要大量網路連接服務。這些應用對網路自動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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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連線品質保證要求更高。為了滿足要求，IPv6 需要與創新技術
相結合，以產生具有突破性的「IPv6 +」網路。
IPv6 +是因應 5G 和雲端時代的 IPv6 加強創新，以 SRv6、BIER6
等新協定為代表，並結合 AI 進行網路分析，智慧調整等，以滿足路
徑規劃，快速服務調配的要求。以達成 SLA 保證，自動維運，品質
可視化等。

圖 1 IPv4 轉移至 IPv6 帶來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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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IPv6 的優點

・IPv6 + AI 讓網路品質可視化和自動維運，讓成本分析時間縮
短 80％，並使維運成本降低 50％。

・IPv6 + Slicing 可以為 VR、教育、醫療及電力供應服務提供
專用通道，將商業模式由原本出售頻寬，轉變為出售差異化
服務。

・IPv6 + SRv6

為一站式實現跨域自動服務，專注於目的地，

無需中途經過層層轉接。
會中並有歐洲電信業者分享 IPv6+經驗。荷蘭電信業者 KPN 分
享，KPN 將 IPv6 + SRv6 提供靈活點對點結構，成為公司實現高度
自動化的關鍵架構區塊。盧森堡郵電集團也分享對 AI 應用於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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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看法，該服務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和資源可用性動態建立及
調整，以減少網路資源浪費。
在此次研討會中，IPv6+概念、應用場景和價值共識獲得產業界
普遍認同，為 IPv6 +產業生態系統打下穩定基礎。
從 IPv6 到 IPv6 +，技術創新將有助於回應新挑戰，為產業創造
新價值，並擁抱 5G 和雲端時代的 IP 嶄新未來。

參考資料
1. https://telecoms.com/intelligence/ipv6-enhanced-innovationembracing-the-ip-future-in-5g-clou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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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政府發布《完成向 IPv6 過渡》備
忘錄

文／國際瞭望
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行政管理和預算局於今（2020）年 11 月 19
日發布給行政部門和機構負責人《完成向 IPv6 過渡》備忘錄，內容
更新了有關聯邦政府營運部署和使用 IPv6 指南。
備忘錄提及隨著連接到網際網路的用戶、設備和虛擬實體數量
不斷增長，全球對 IP 位址需求也隨之呈指數增長，導致世界各地區
現有的 IPv4 位址即將用盡。向 IPv6 全面過渡是確保網路技術和服
務未來增長和創新的唯一可行選擇。聯邦政府必須擴大和增強其向
IPv6 過渡的戰略承諾。
從 2005 年開始，聯邦政府 IPv6 計劃，成功促進 IPv6 技術商業
開發和採用，因大規模 IPv6 商業部署讓成本降低，複雜性降低，安
全性也相對提高。但當前網路系統同時支援 IPv4/IPv6 雙協定，增加
維運複雜性、建置成本和安全威脅，因此希望各機關加速遷移到
IPv6-only 網路環境，以減少維護兩個不同網路體系營運問題。
以下為本備忘錄預定執行時程：
・備忘錄發布 45 天內機構需成立專業負責小組進行改造計畫。
・2023 年末完成所有聯邦網路資訊系統支援 IPv6，逐步取消支
援 IPv4。
・2021 年末至少完成 1 個 IPv6-only 試點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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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至少需有 20% 聯邦網路資訊系統支援 IPv6-only 環
境。
・2024 年末至少 50% 聯邦網路資訊系統支援 IPv6-only 環境。
・2025 年末至少 80% 聯邦網路資訊系統支援 IPv6-only 環境。
此備忘錄要求行政部門和機構的外部合作夥伴及與聯邦網路系
統介接連結，需制定計畫將所有網路介接移轉支援 IPv6。公用／外
部服務（例如：Web，電子郵件，DNS 和 ISP 服務）和內部用戶端
應用服務升級支援 IPv6-only。
參考資料：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1/M21-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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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IPv6 使用狀況

文／國際瞭望
隨者數位化發展需求的增加，IPv4 位址不足的問題對網際網路
的擴展帶來不利的因素，IPv6 做為下一代網際網路發展的核心技術，
歷經 20 年的演進推動商業部署漸趨成熟，根據 Google 的 IPv6 使用
率統計數字顯示，全球 IPv6 的使用率已經正式超越 30%，而且逐年
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

圖 1 IPv6 全球使用率

218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除了歐洲及北美積極參與部署向下一代網際網路 IPv6 遷移之
外，亞洲區國家以印度的 IPv6 使用率最高，其原因為印度較晚進行
數位化建設，因此一開始即面臨 IPv4 資源取得不易而採用 IPv6。由
2018 年開始，包含台灣、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也積極部署支援
IPv6，根據 Google 的 IPv6 使用率統計數字顯示，目前這些國家 IPv6
使用率都已經超過 40%。
國內主要行動電信業者大都已經預設支援 IPv6 連網服務，各家
行動電信用戶大都已經有過半的使用者主要以 IPv6 連網，由此可見
IASP 的 IPv6 網路服務在國內的使用狀況已經相當普及。
除 IASP 是否提供 IPv6 網路連結服務外，用戶最終所觸及的應
用及內容服務是否支援 IPv6 也是相當關鍵因素。根據 W3Techs 統
計資料顯示。

圖 2 網站 IPv6 使用率

全球到 2020 年 7 月中有 16.5%網站可以支援 IPv6 連線，且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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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IPv6 連網網站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若統計前一百萬大網站（網站
流量排比資訊是根據 Alexa 資料為準）
，已經有 22.0%網站內容支援
IPv6 連線；若以全球前一千大流量網站來看，更高達有 31.4%網站
內容可透過 IPv6 遞送；且全球大型網站內容或服務業者如 Google、
YouTube、Facebook、Yahoo、Wikipedia 及 Netflix 等都已經支援 IPv6，
由此資料反應出支援 IPv6 已經是世界潮流。
不管是 IASP 或內容網站業者都應該積極向下一代網際網路協
定 IPv6 遷移，以符合數位潮流趨勢，且能持續及穩定提供使用者良
好的網際網路服務及使用體驗。

參考資料
1. https://www.google.com/intl/en/ipv6/statistics.html
2. https://w3techs.com/technologies/breakdown/ce-ipv6/ranking

220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德國 IASP 之 IPv6 推動歷程

文／國際瞭望
德國在 IPv6 的推動上，在相當早期即已經展現積極參與的態
度，由 APNIC 的 IPv6 量測數據顯示，德國 IPv6 的推動，由 2012 年
當時已慢慢在發展中，到 2020 年 5 月 IPv6 連網比率已經成長到約
50%。
下圖顯示德國由 2012 年到 2020 年，其整體 IPv6 使用比率成長
曲線：

圖 1 德國 IPv6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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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根據 APNIC 德國 IPv6 統計數據顯示，採集樣本數最多的
前 5 大 IASP 分別為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 AG, DTAG）、
Vodafone、Telefonica、Kabel Deutschland、及 Versatel。

圖 2 德國前五大 IASP 的 IPv6 使用率

針對以上所列 5 家德國主要 IASP 業者，其電信經營業務分布
包含固接網路、行動網路及數位有線電視（Cable 業者）等，以下將
分別介紹各家 IASP 在 IPv6 推動上發展歷程：

・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 AG, DTAG）
德國電信為德國第 1 大電信公司，由德國聯邦郵政的電信部門
私有化後分離出來獨立成電信公司，其所經營的電信業務包含固接
網路及行動網路等多項業務。
在推動 IPv6 的計畫上，德國電信為了整合所有維運的網路系
統，包括維運原本 IPv4 網路系統、營運因應物聯網須具備符合低功
耗且低傳輸能力需求的 Non-IP 設備連網、及佈建新 IPv6 網路系統，
因此推出〝TERASTREAM〞網路架構（如下圖所示），希望能整合
公司所有營運的網路系統遷移到 Native IPv6 網路架構。凡是連網的
設備包含需要 IP 或 Non-IP 設備（物聯網設備）
，不論設備是透過行
動網路、DSL 或光纖網路上網，都將轉換成 IPv6 封包格式，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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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IPv6 網路進行資料傳送。不同位址格式，透過轉換機制進行
位址轉換後再傳送，讓所有設備能在同一網路系統上傳輸，讓網路
架構更簡化，以符合營運的需求，降低維運的成本，並創造更高的
效能。

圖 3 TERASTREAM 網路架構

德國電信相當早期即已經開始投入推動 IPv6 的網路佈建計畫，
西元 2012 年（民國 101 年）開始提供新申請固網 DSL 客戶支援 IPv6
服務，到西元 2015 年 8 月開始在行動網路提供手機客戶 IPv6 網路
服務，下圖為 APNIC 所做統計，德國電信由西元 2012 年（民國 101
年）到 2020 年（民國 109 年）的 IPv6 使用率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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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德國電信與德國整體 IPv6 使用率比較

由上方圖形可看出德國整體在 2012 到 2019 年的 IPv6 使用率成
長曲線，幾乎和德國電信的 IPv6 使用率成長趨勢雷同。但 2019 年
第四季開始到 2020 年第二季已經出現一些變化，全德國 IPv6 使用
率由 40%成長到 50%，明顯高於德國電信 IPv6 使用成長率，主要原
因是除了德國電信外，其他如 Vodafone 及 Telefonica 等主要 IASP，
也開始提供 IPv6 網路服務。

・Vodafone
Vodafone 為德國第二大行動電信業者，原規劃在 2017 年開始支
援 IPv6 網路服務，實際卻比預期晚了兩年，在 2019 年第四季正式
開始支援 IPv6 網路服務，到 2020 年第二季使用率達到約 9.6%，因
此也帶動德國總體 IPv6 使用率的成長。下圖為 APNIC 所做統計，

224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關於德國 Vodafone 的 IPv6 使用率成長趨勢圖。

圖 5 Vodafone 與德國整體 IPv6 使用率比較

・Telefonica
Telefonica O2 為德國主要 IASP 之一，經營包含固接網路及行動
通訊等多項業務電信服務商。不論固接網路或行動網路服務，
Telefonica O2 在德國的用戶數都名列在前三大電信業者排行中。
Telefonica O2 於 2017 年 4 月開始，在固接網路服務上，針對新
申請 DSL 服務的客戶，預設支援 IPv6。至於行動網路的部分，公司
政策有計畫要支援 IPv6，但尚未公佈明確的時間點。2018 年其 IPv6
的使用率約維持在 5%-10%，到 2020 年第二季已經上升到約 16.7%，
目前其 IPv6 的使用率呈現穩定成長，也持續推升德國總體 IPv6 使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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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Telefonica 與德國整體 IPv6 使用率比較

・Kabel Deutschland
Kabel Deutschland 為德國第一大有線電視業者，2014 年併入
Vodafone 集團，Vodafone 透過多次併購方式，推升集團業務成長為
名列全球第二大電信公司。
Kabel Deutschland 投入 IPv6 網路建置的時間點相當早，由下圖
APNIC 統計 Kabel Deutschland 網路 IPv6 使用率觀察得知，其由 2012
年即開始推動 IPv6，透過預設開啟支援 IPv6 網路服務給新申裝用戶
使用，持續拉抬 IPv6 用戶數，一直到 2017 年其 IPv6 使用率成長到
約 70%，目前維持在此使用率上下，近年來沒有太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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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Kabel Deutschland 與德國整體 IPv6 使用率比較

・Versatel
Versatel 是德國第二大有線電視業者，其用戶 IPv6 使用比率統
計圖如下圖所示，根據圖中統計數據顯示，用戶 IPv6 使用比例發展
上在 2017 年前都屬於小範圍試用階段，使用率相當低，到 2017 年
Versatel 正式提供大量用戶 IPv6 網路服務，經過一整年時間到當年
年底，其使用率就衝高到約 80%，成長相當快速。之後到 2020 年第
二季，又成長到約 88%上下，其推動成效相當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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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Versatel 與德國整體 IPv6 使用率比較

德國多家 Cable 業者在 IPv6 的使用率上，都維持相當不錯的比
例，主因大多為投入時間相當早，經過多年所累積而成；另透過為
新申辦用戶提供預設開啟支援 IPv6，逐步提升用戶數，因而創造出
IPv6 高使用率。以下圖為例，台灣網通商品業者鋐寶科技，於 2014
年為德國 Cable 業者 Tele Columbus，設計生產 Cable Gateway 產品，
當時產品已經包含 Wi-Fi、支援 IPv6 等功能。顯示德國 Cable 業者
進行 IPv6 網路升級已經經歷相當久的時間，透過多年持續的推動，
才能達到 IPv6 使用率高普及化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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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鋐寶科技說明

根據上述德國主要 IASP，在 IPv6 推動及發展歷程，整理成以
下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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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德國各家電信 IPv6 採用資訊

總結德國主要 IASP 之 IPv6 推展歷程得知，德國 2019 年底到
2020 年 5 月，約有 10%的 IPv6 使用率成長，達到約 50%，主要是
來自於行動電信業者 Vodafone 及 Telefonica O2 支援 DSL 用戶 IPv6
網路服務。至於德國主要 Cable 業者 IPv6 皆超過 70% 的高使用率
主要原因，是包含 Cable 業者投入的時間相當早，經過長時間累積
才達到 IPv6 高使用率，及主動提供 IPv6 網路服務給新申請用戶，
以逐步達到 IPv6 普及化。

參考資料
1. APNIC Use of IPv6 for Germany(DE)
2. IPv6 deployment
3. Tele Columbus 採用鋐寶科技 Gateway 產品
4. O2 Community Unlock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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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N settings for IPv6 on the smartphone
6. TeraStream RIPE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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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

WEF 提供商業領袖因應資訊安全的五項
建議

文／國際瞭望
依據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
論壇（WEF）之討論，數位時代的網路安全問題將會是公司治理的
重要關鍵，因此商業領導者們必須對網路安全有所準備而能隨時做
出相關決策。WEF 提出以下五項建議做為參考：

1.了解數位威脅相關訊息
數位威脅議題應固定納入董事會議之議程，而沙盤推演法或是
模擬處理駭客入侵危機狀況等訓練必須被加入所有董事會的日常練
習中，另外可增加有相關經驗的董事會成員來主管資安業務。

2.別對資安問題掉以輕心
即使很多產業已經對資安問題有所警覺，然而這些公司的數位
韌性能力與成熟度仍有落差。而那些較少遭受數位攻擊的產業，例
如採礦業，也必須更新他們的數位安全防禦力，保護 IP 位址以及其
他隱私或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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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位安全從頭做起
當公司在更新、甚或研發新的科技時，董事會就必須要求將資
訊安全納入產品設計流程。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慧（AI）可做為
資訊安全防禦工具，卻也已被用來作為資訊攻擊的武器，亦可能成
為被攻擊的目標。 同樣的，在量子電腦時代，關注數據安全的公司
則務必開始準備「後量子加密法」或其他不依賴傳統公開金鑰系統
的加密方式。

4.熟悉資安風險評量
董事會必須盡快熟悉資安風險評量，讓客戶了解公司如何保護
客戶所提供的資料。此外，保險業、採購部門、信用評分機構等也
須了解資安風險評量，很快的，有效確保資安能力將會成為合理核
保額、獲得合約以及良好信用的評分標準。

5.團結合作打擊網路犯罪
在第 4 次工業革命的高度連結商業環境下，對於公司來說，團
結合作打擊網路犯罪是相當重要的，這包含了與政府相關部會領導
者合作，或是以公司為單位組建資安防禦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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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應該重視數位安全

文／國際瞭望
本文摘要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文章，
探討金融服務業與數位安全。
根據管理顧問公司 Accenture 報告指出，每 10 位商業領導人中
就有 8 位認為自己能發現資安問題的速度跟不上科技推陳出新的速
度；而報告中也預估五年內銀行產業將因網路犯罪而損失將近 3,500
億美金。
知名案例如 2017 年全球最大貨櫃船運業者 Maersk 遭惡意程式
NotPetya 入侵，損失預估 2 至 3 億美元；同年 WannaCry 勒索病毒
癱瘓英國國民健康服務系統（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孟加拉
央行 SWIFT 系統遭駭損失逾 20 億；或是 2014 年索尼影業被駭事
件，損失難以估計。
對金融業來說，1 場資安攻擊可能造成投資者失去信心，導致銀
行擠兌、流動資金凍結、或是股市暴跌等，至於是否造成系統性金
融危機端看監管單位的審慎管制做法。監管單位期待機構可以建立
從設計面就著重安全的系統，例如遭受攻擊後反應及恢復的能力，
高層不能模稜兩可，資安成員需有應變能力等。
此外，銀行對監管單位的事件報告一般而言是必要的，這包含
了提交根本原因分析及失敗案例檢討與學習；然而，在其他溝通管
道仍有不足，例如不同司法單位的監管者之間、監管單位對銀行、
或銀行之間，如「國際清算銀行 2018 數位韌性報告」
（2018 B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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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yber resilience）指出司法單位之間所有形式的全面資訊分享仍是
特例。
最後，銀行需要完善分類資安風險、指標，以及能作為資安控
管環境度量的有形資產，這些分類可以涵蓋資安應變手冊、復原計
畫、密碼弱點掃描、訓練資料及跡近錯失（near-miss events）的加密
政策等。
一如歐盟呼籲歐洲各國應團結合作處理資安問題，本文作者亦
表示，金融業能夠越早合作互助，提高對資安威脅的警覺度，就越
能做好相關準備並強化抵禦與數位韌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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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勢力能更有效地討論全球網路安全議
題嗎？

文／Eneken Tikk
聯合國大會在 2018 年底通過決議，成立了以「建立規範、原則，
確保網路空間裡負責任的國家政府行為」為目標的開放工作小組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EWG）
。
過去聯合國也為了同樣的議題成立過政府專家小組（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GGE）。兩者的差異在於 GGE 自 2004 年成立
以來，始終未能遵守「開放透明、多元包容」的承諾，而且討論往往
只著重在少數國家如美國、俄羅斯關心的網路安全戰略。
OEWG 提供其他聯合國會員國一個機會；所有想參與全球網路
安全討論的國家都有機會發表意見，話語權不再由美俄兩國獨占。
然而，可以想見美、俄不會輕易放棄把持討論主軸的機會。也因此，
其他國家唯有充分把握 OEWG 的潛能，才有機會成功實現「第三勢
力」1。
這個第三勢力的特點包括：
・更少國家戰略、更多人本中心的網路安全討論。
・「國家政府於網路空間的行為應受國際法規範」的共識理念。
・理解並接受國際法規可能的落差，且願意設法克服。
1

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於冷戰期間提倡所謂的「第三勢力」（The Third Way），
主張國家政府應積極結盟，發展獨立於美、俄兩大強權以外的第三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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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討論過程的公開透明及多元包容。
・對數位化的共同目標，有並肩承擔、互相節制的決心。
另一方面，若想有效解決國際網路安全的議題，開放工作小組
必須探討的問題包括：
・開放工作小組的優先項目是什麼？
・針對國家政府資通科技的應用，全球社群實際的顧慮究竟為
何？
・國家政府能力的落差，對全球網路安全威脅的實際影響為
何？
・相對於其他領域的國安議題，網路安全的順位、角色是如何？
開放工作小組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全球社群因此能針對全球
網路安全、尤其是國家政府行為在其中的角色，展開透明開放、多
元包容且有效率的討論。今年 2 月此工作小組也將再次召開會議，
會後進展也值得大眾期待。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ICT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thir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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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P 劫持仍是必須重視的安全危機

文／國際瞭望
邊界閘道器協定（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的最重要功
能，是用來交換網路上不同位置的路由資訊。路由器透過 BGP 與網
路上其他的路由器溝通，進而找出抵達目的地之最佳路徑。但是，
BGP 和大部分網際網路基礎架構一樣，誕生於「無條件互信」的網
路草建時期，沒有任何加密、驗證等額外的安全措施。
也因此，BGP 挟持成了近年來常見的網路攻擊之一。BGP 挟持
也可稱為表頭（prefix）挟持或 IP 挾持；攻擊者透過「挾持」被害人
的網路訊務，盜用被害人的 IP 身分以行使諸如網路釣魚、寄存惡意
軟體，以及發送垃圾郵件等惡意行為。
比喻而言，BGP 挾持就像假冒的快遞服務人員故意提供錯誤的
收件地址，藉此取得寄件人的隱私資訊。一旦假冒者得手後，就可
以利用這些資訊偽裝成被害人做壞事。
近幾年最出名的幾次 BGP 挾持事件，包括 2018 年網路犯罪組
織 3ve 盜取美國空軍及其他高信譽組織的 IP，並利用惡意廣告手法
搜刮約 2 千 9 百萬美元；Amazon 的 Route53 也被攻擊者惡意盜用，
從虛擬貨幣網站偷走近 15 萬美元。
由網路社群所推動、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 ISOC）支
持的「路由安全共同協議規範」（Mutually Agreed Norms for Routing
Security, MANRS），倡導全球服務供應業者應積極採取全球驗證
（Global validation）
、過濾（Filtering）
、反電子詐騙（Anti-Spoo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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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協作（Coordination）等 4 種行動，近一步減少 BGP 攻擊的威脅。
參考資料：
http://www.sgcybersecurity.com/securityarticle/securityarticle/why-bgphijacking-remains-a-security-scourge-for-organizations-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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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隱私及便利性之間取得平衡

文／Merike Kaeo
開發新產品或服務時，人們常需要在安全、使用者隱私，以及
便利性之間做取捨，而最終往往是便利性取得勝利。近年來盛行的
智慧健康手環、聲控智慧家電等，都是現在物聯網中以「便利」為
首要目標，而忽略蒐集資料被濫用、誤用風險的常見案例。
作者在資安產業深耕超過 20 年，也常於全球各地的論壇、工作
坊分享專業經驗。她發現，當面臨安全、隱私、便利性的選擇時，幾
乎所有人的首選都是便利性。設置完備的安全隱私功能並不容易；
而且，指出問題的人很多，但願意提供專業知識幫忙解決問題，甚
或將問題產品、服務的預設行為資料公開透明化的人，卻少之又少。
當今市面上很多我們慣用的服務或產品，諸如換手機時，直接
出現在新手機中的聯絡人清單；選擇用 Facebook 或 google 帳戶直
接在別的平臺建立新帳戶的選項；使用產品或服務的資料被自動傳
送到開發商或第三方，以分析、改善服務性能；裝置無需密碼就自
動連上公共 Wi-Fi 等，都是為了便利性而犧牲安全或隱私保護。
上述的預設功能容許惡意人士輕易從中動手腳，進而危害使用
者的隱私安全。為了防範此類惡意行為，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實際操
作認證、驗證、存取控管、完整性、保密性與稽核，並讓這些安全措
施成為常態。
作者建議工程師在開發產品或服務時，應審慎考量以下問題：
・個人、裝置或應用程式的驗證方式為何？換句話說，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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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出哪些資訊驗證身分？
・通過驗證後，個人、裝置或應用程式可以做什麼？
・應如何控管特殊性資料或服務？
・如何確保通訊的完整性，包括傳送者與接收者都是與互相認
定的雙方交流，訊息也未被從中動手腳？
・相關驗證資料管理政策為何？
・應該追蹤哪些資訊以監測、通報惡意行為，或供未來稽核使
用？
除了安全之外，還需設想使用者隱私，更別忘了其他諸如人權
保護、言論自由等更細緻的考量：為了保護處於極端狀況下的個人，
確保通訊方的完全匿名性就是隱私設計的關鍵。其他應自問的問題
包括：每筆資料的存取權限是否開放？應開放給誰？是否所有資料
都只能在得到相應的許可後開放？
作者再次提醒，做到安全、隱私、便利性三全，應是所有技術
人員共同的目標。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Balancing security,
privacy and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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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世界中的「無條件互信」

文／Merike Kaeo
接續探討「安全、隱私、便利」難以平衡的問題，Merike Kaeo
以「無條件互信」為題，剖析這個在技術社群中根深蒂固的「習慣」
，
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文章一開始，Kaeo 便坦承自己已經擔心技術社群中的「無條件
互信」慣例很久了。無論是標準化協定、原廠設定、系統營運、
「最
佳做法」說明書，大家都照單全收，相信自己看到的成果、拿到的
成品已經過層層把關，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
事實上，從標準化協定到實地操作，都常出現「無條件」互信
導致的資安事件。例如 KRACK：這個全名為 Key Reinstallation Attack
的 WPA2 漏洞讓惡意人士輕易破解 Wi-Fi 加密，進一步竊聽 Wi-Fi
訊務。在實作上，也常發生員工在公務帳戶沿用私人帳戶密碼，或
公司高價購入 log 管理系統，卻連找個人負責審核系統資訊都沒有
等資安缺失。
雖然以互信為基礎有其意義，但 Kaeo 更希望提倡「信任後驗
證」（trust but verify）。她認為，在這個資安事件層出不窮、「信任」
被逐漸蠶食的時代，應重新思考我們要信任什麼、如何信任。
Kaeo 舉出的改進做法包括：以事先分配責任取代事後究責；確
保資訊透明不會造成負面後果，進一步鼓勵跨界資安通報協作；嚴
格審視協定標準並找出資安弱點；再三檢視建議框架和最佳做法，
加強說明理論根據；涉及程式碼的任何安裝都應經過審核，最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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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安全評估；若委外安裝，應該要求廠商清楚說明預設選項的安
全性。
在操作方面，監控、記錄、稽核及任何異常行為的深入分析都
是關鍵，而且需要持續監督改善。現實中尚缺乏能確認實作是否符
合政策的工具，但這正是眼前我們最需要的東西。
最後，Kaeo 再次強調，為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我們必須
捨棄事前「無條件信任」
，發生事件後才大感失望、互相怪罪的陋習。
相反的，我們應該接受「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的基本人性，打造主
動驗證、定期稽核的「信任後驗證」文化。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Blin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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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時代如何維持安全、開放、單一的網路

文／杜貞儀
在行動上網日益普及的現況之下，人們使用行動裝置接取網際
網路的比例逐年攀升，而第 5 代行動通訊系統（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5G）隨著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標準漸趨完備，全球 5G 商業化進程也開始加速。不過，5G
應用發展，是否真如部分意見所言，表示既有網路架構恐無法適用，
需要建立新的架構取而代之呢？究其核心，在於網域名稱系統
（Domain Name System, DNS）及單一識別碼系統（Unique Identifier
Systems）是否適用於 5G 情境，而這需要由 5G 技術的特性談起。

1.5G 技術之三大應用情境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徵
求下 1 世代行動通訊標準（即 IMT-2020）時，就未來之無線接取網
路（Radio Access Network）建立三大應用情境：增強型行動寬頻通
訊（Enhanced Mobile Broad Band, eMBB）、超高可靠度和低延遲通
訊（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URLLC）
，以及大
規模機器型通訊（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mMTC），
此三項應用情境之特點分別如下：
・eMBB 應用情境包括廣域覆蓋與熱點傳輸，可提高傳輸效能
並提供無縫的使用體驗，以此開拓新應用領域與需求，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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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畫質直播，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應用。
・URLLC 對數據傳輸量、時延和可靠性要求極高，讓錯誤率需
要低於 10-5，且延遲低於 1 毫秒之應用得以實現，如工業自
動化需求下以無線控制的智慧工廠及進行遠距醫療手術等。
・mMTC 將可滿足大量終端設備連接需求，在 5G 應用情境下，
未來終端的連網裝置，將有相當部分係由物聯網裝置的機器
與機器間（Machine-to-Machine）傳輸構成。

2.5G 技術可能對當前的網路架構產生哪些影響
5G 核心交換網路（Core Network）的重要技術，包括網路功能
虛 擬 化 （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 ） 與 軟 體 定 義 網 路
（Software-defined network, SDN）
，這使得網路部署與資源配置擁有
更大的彈性，並可透過網路切片（network slicing）方式進行專網部
署，不再受限於自有設備資源，即可建置行動網路，拓展更多商業
垂直應用的可能性，也將帶動電信管理的變革。但擴大使用 NFV 和
SDN，同時意味著軟體漏洞將會成為整體 5G 安全威脅中相當重要
的 1 部分，在建構 5G 網路時需審慎因應。
更進一步來說，5G 超高速、低延遲應用場景，將會有如自動駕
駛等對延遲敏感的應用，現有 DNS 是否能夠勝任？以及透過網路切
片應用下，在同 1 網路切片平臺下之設備，可能使用各自定義的私
有識別系統，是否也將威脅到目前共通的單一識別碼系統？對此，
以「維護全球網路單一識別碼系統之安全與穩定」為使命的 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在 2020 年
1 月由首席技術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發
布報告，對 5G 科技應用趨勢進行分析，並表明 ICANN 在此兩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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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基本立場。

3.ICANN 對於 5G 科技應用趨勢之觀點
對於既有 DNS 的質疑，來自部分供應商認為 5G 的邊緣運算技
術，如多重接取邊緣運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下，使用
傳統上集中於區域資料中心的 DNS 解析器，將會增加其往返時延
（Round-trip-time, RTT），進而產生延遲，影響需要 URLLC 情境的
應用。可能的解法包括將 DNS 解析器部署於邊緣運算中心，或採分
散式快取（cache）系統，根據其裝置地理位置計算距離最近的 DNS
快取，可減少往返時延。這也類似目前許多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的做法，只是換成應用於行動裝置上。因此，ICANN
認為，DNS 解析延遲與快取，本質上是網路維運與最佳化的考量，
而非網際網路基礎架構問題，既有 DNS 架構應能適用於 5G 的低延
遲情境。
至於網路切片讓單一實體網路能容納多個滿足不同應用的專
網，則與網際網路以單一網路容納不同應用的核心概念有所不同。
目前 3GPP 關於網路切片的標準仍在初始階段，尚無法排除平臺在
應用層建立自身識別系統之可能，或主要內容提供者以網路切片方
式，試圖建立其自身專用的內容傳遞網路。故 ICANN 表示，這將會
讓使用單一識別碼系統的裝置或服務成為少數，而有網路分裂的風
險。ICANN 初步研究顯示，物聯網裝置若使用的獨特識別系統，仍
可與既有 DNS 相互映對（mapping）
，在此情況下，導入新識別系統
的益處，必須大於建立新系統的複雜度與花費問題，並維持與既有
域名及 IP 位址互通性，所以也無導入新識別系統的明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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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語
既然現有之 DNS 與單一識別碼系統仍能適用於 5G 網路，由此
觀察 ITU Network 2030 焦點工作群組（Focus Working Group）的提
案，是否真實反映未來可能需求，即顯而易見。Network 2030 雖未
明確提及 5G，但其目標在於重新定義一個網路層協議取代 IP，聲稱
TCP/IP 已不適用於未來應用情境，如全像投影（holography）與機器
間溝通，並試圖建立數個特定垂直網路以符合需求。事實上，類似
論點在新通訊科技如光纖到府（Fiber-To-The-Home）
、2G、3G 都曾
出現，而新傳輸層協議的提案討論，在網際網路工程小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也未曾停止，如使用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 ） 做 為 傳 輸 層 的 QUIC （ Quick UDP Internet
Connections）協議，目前亦有許多用戶端、瀏覽器與伺服器端的
支援。
因此，從 ICANN 的分析來看，5G 與其物聯網應用均能在既有
網路架構下實現，即使是受限的連線環境，如使用電池、或僅具有
限頻寬之裝置，在 IETF 也已有讓 IP 能持續運作的提案。雖然可能
有平臺以 5G 網路切片建立自身之私有識別系統，進而分裂網路的
風險，但從過往通訊科技進展，卻從未真正淘汰既有網路架構的
經驗而言，維持開放、單一網路，才是讓網際網路發揮最大優勢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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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護您家中的網路設備安全

文／Tashi Phuntsho
作者表示自己最近收到很多來自社群的疑問，想知道如何設定
網路，讓員工安全地使用網路服務。由於每個人的需求、使用環境
不同，作者認為比起敘述性、按部就班的教學，直接分享網路設定
方式及常見做法會更有助益。
以下便是作者統整、APNIC 工程師及社群講師提供的網路設定
及管理方式：

遠端網路存取
若需要存取網路節點，最常見的做法是讓使用者透過虛擬私人
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連結到「跳板」（jump host），
再從這個由 AAA 伺服器控管的跳板連結到網路。實際操作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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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電腦的服務軟體存取
根據公司或員工的需求及現有資源，有很多種方式讓員工遠端
存取公司電腦的商用服務軟體，其中架設 VPN 還是最簡單的方式。
但作者也提醒，在設置前應先確認公司使用的 VPN 服務規格，以免
VPN 無法負荷公司所有人都在家上班的用量。
設定 VPN 也有不同做法，以下分享的兩種做法亦各有優劣。
第 1 種做法（如下圖）是讓遠端工作的員工透過 VPN 存取公司
內部服務（不另外分割通道，也就是 full-tunnel）。如此一來，所有
訊務都會透過這個 VPN 進入公司網路，網路安全人員也能集中管
理所有設備的網路安全。這個做法的問題是流通量可能會超過
VPN 負荷。

若想降低 VPN 負擔、加強性能，則可以如下圖架設分割通道。
這樣就只有涉及公司機密的訊務會經過 VPN，一般連網則仍透過員
工家中的網路向外連結。然而缺點是員工仍可能在一般連網的過程
中誤觸惡意連結，因此被惡意軟體攻擊。更糟的情況，攻擊者甚至
可以利用員工的電腦連接到公司內網進行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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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登入存取
單一登入（Single sign-on, SSO）是所有方法裡最麻煩的，但透
過這種設定方式，使用者可以更輕鬆地存取常用的服務/軟體，而且
也更安全。
下圖的範例是利用「安全判定標示語言」（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SAML）設定 SSO，並容許「多因子鑑別」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功能。用 OpenID 或 OAuth 技術設定 SSO 的做
法也很常見。

除了網路設定之外，同事之間的溝通工具也很重要。根據社群
講師們的分享，大家常用的通訊工具包括即時訊息軟體如 Slack、
WhatsApp、Telegram、Signal 或 Dnote，以及線上會議軟體如 Jitsi、
Wire、3CX、eduMEET、BigBlueButton 和 VMukti 等。這些工具軟
體的共同特點是具備點對點加密功能，而且通常是免費開源軟體。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Common setups to
secure your networks from home。

資訊安全 253

COVID-19 如何改變臺灣的網路威脅樣態

文／國際瞭望
自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臺灣一直是全球稱羨的抗疫模範
生。臺灣的網路安全組織 TWCERT/CC 在 APNIC 50 會議中，與亞
太社群分享疫情期間國內的網路威脅樣態，指出疫情期間要對抗的
不只是病毒，還有網路上的各種威脅。他們也發現抗疫與網路安全
的異曲同工之妙。
在 APNIC 會議的簡報中，TWCERT/CC 表示 2020 年前半年總
共記錄到超過一百萬筆網路威脅通報。TWCERT/CC 組長林志鴻將
其分析歸納出 5 種類型，分別是惡意域名、竊取資料的惡意軟體、
居家工作的網路安全弱點、不實的惡意消息，以及垃圾訊息與釣魚
攻擊。
其中，林組長認為特別值得注意的安全威脅，是針對醫療設施
基礎建設的攻擊。這些攻擊不是為了竊取資料，唯一目的是妨礙眾
人取得必要的關鍵資料，進而破壞防疫體系。TWCERT/CC 的網路
安全工程師曲承則也指出，很多攻擊者藉著 COIVD-19 疫情向醫院
發動勒索軟體攻擊。
他們也發現，臺灣成功的防疫做法，其實跟防止網路威脅有許
多異曲同工之妙。病毒和網路攻擊都是肉眼看不見的威脅，因此難
以防禦。也因此，就如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成立疫情指揮中心，
臺灣的 TWCERT/CC 在網路威脅上，除作為眾人通報訊息、流通情
報的集中管道外，也擔負協調指揮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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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TWCERT/CC 團隊也和與會者分享對應 COVID-19 網路
威脅的 5 點關鍵建議：
・收到可疑電子郵件時，不要點擊未知的連結或下載附件。
・收到來自看似正式單位的連結時，應先利用搜尋引擎至該單
位的官方網站查證，不要輕易誤點連結。
・利用其他通訊管道確認資訊來源單位。
・定期備份。
・待安全威脅如疫情。
參 考 資 料 ： https://blog.apnic.net/2020/09/16/how-covid-19-changedthe-cyber-threat-landscape-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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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根錯節網路世界裡的網頁快取攻擊

文／Kaan Onarlioglu
每則成功抵達目的地的 HTTP 訊息，都必須經歷艱險漫長的網
路旅程。
這些訊息必須歷經巨大的內容傳遞網路、雲端平臺、封包檢測、
容量平衡測試，以及沿途不時出現的代理伺服器，才能抵達最終目
的地。有了快取（cache）技術存下這趟遠征的沿途資料，訊息就得
以縮短加快回程；換句話說，多虧了網路上遍布的代理伺服器和快
取，網際網路通訊的規模才得以持續成長。
在傳送 HTTP 訊息時，網路系統中的各元件都可能需要拆解、
分析，甚至轉換格式。但是，網際網路分散式的技術本質，也意味
著這些在不同地方進行的不同動作，並非總是以同樣的形式執行。
這些看似細微的差異，一不注意就可能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最後引
發網頁快取的安全問題。
為了深入了解類似問題，本文作者與 Akamai 團隊、美國東北大
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
，以及義大利特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rento）針對網頁快取詐騙（Web Cache Deception，WCD）展開聯合
研究計畫，研究成果也於最近舉辦的 Usenix 安全論壇發表。本文僅
簡介研究重點發現，有興趣的讀者也可由此閱讀研究全文。
研究結果發現幾項重點。首先，不能以「單一元件失常」的觀
點理解網頁快取攻擊。網頁快取攻擊的規模並不僅限於孤立元件，
唯有以宏觀視角看待網路中所有元素的互動情況，才能更有效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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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網路快取攻擊。
最理想的解決方案，是針對所有 HTTP 處理器展開全面、系統
性的調查，釐清期間的互動情形，進而建立特定公用的設置規範。
然而，目前市面上仍不具足夠成熟的工具得以達成此理想。
雖然這表示目前對於網頁快取攻擊我們只能被動反擊，但作者
仍保持樂觀。網頁快取攻擊容易啟動的本質，反而提供白帽駭客絕
佳的測試機會。只要在內部網路架設好適當的測試環境，內部測試
團隊及專家可以盡情測試而無須擔心引發衍生的安全威脅。作者認
為，結合持續成長的網頁快取攻擊相關研究文獻，以及實體動態測
試結果，上述的理想解決方案將不再遙不可及。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合作，
定期精選 APNIC Blog 文章翻譯摘要，提供中心部落格讀者了解目
前亞太地區網路發展之最新趨勢。原文標題為 Web cache attacks in
the tangled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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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安全的新思維

文／黃勝雄
美國創業家 Marc Andreessen 曾說軟體正吞噬世界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Marc Andreessen, 2011），今日世界社會經濟與網
際網路緊密結合，資訊科技不僅影響人們生活型態，甚至驅動產業
邁向數位轉型。資訊社會提升生活的便利，但網路駭侵情況也隨著
全球網路環境普及而隨之氾濫。
隨著數位服務的發展，資訊系統的軟體與硬體也更加複雜，軟
體漏洞數量每年不斷成長。軟體漏洞是駭客入侵系統的主要媒介，
網路駭侵影響網路安全並造成經濟重大損失。美國聯邦調查局資料
顯示 2019 年網路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 35 億美元（FBI, 2020）
。
除了軟體漏洞外，越來越多的網路攻擊肇因於硬體或記憶體安全漏
洞，尤其是嵌入式 IoT 物聯網系統。2016 年 Mirai 殭屍病毒控制數
百萬組 IP 物聯網設備攻擊 Dyn 公司就是典型案例 （Nicky Woolf,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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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6 年 DDoS 網路攻擊 Dyn 公司 （Wikipedia）

現行軟體安全解決方式是每當發現新軟體漏洞，研究人員公佈
新軟體修補程式供使用者更新。這種修補與祈禱（patch & pray）方
式只能更新軟體層漏洞，無法解決硬體潛在問題 （Techopedia,
2016）
。嵌入式 IoT 系統使用許多免費開源軟體，但嵌入式 IoT 系統
很少提供軟體更新，尤其是醫療、汽車等嵌入式 IoT 設備。它們只
是持續運行著有已知漏洞的舊版軟體。這些系統軟體更新週期非常
遲緩，製造商如果要更新軟體，原廠必須對設備重新認證，確保系
統核心更新或任何驅動程式更新不會破壞原來系統影響使用安全。
嵌入式 IoT 設備如果涉及作業系統更新，重新鑑定認證設備的
成本將會非常的昂貴，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務。許多公司採取智財權
IP 授權方式將底層軟體與硬體委託 OEM 製造商生產，第三方軟體
元件通常是預建軟體功能的授權，未經其他授權許可，OEM 製造商
不允許修改受智財權保護的專屬軟體元件。即便是單一元件沒有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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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授權許可，或者該元件只支援特定版本作業系統與軟體，也很可
能導致整體系統無法更新的結果 （Scott Amyx, 2017）。
此外，硬體設備後續支援維護成本非常高，許多公司將技術支
援與設備維護委託給未參與原始設計的第三方公司，這對系統更新
將更難以執行。因為第三方公司並不了解原系統設備漏洞，或者沒
有將漏洞回報給原開發團隊，甚至原開發團隊可能已經解散轉任不
同工作。
綜合這些因素，防範惡意軟體不能只有更新軟體，更需要更新
硬體。以手機市場為例，如果消費者的手機不是領導品牌，意涵著
這個手機可能不會更新或者更新週期非常冗長。市場領導品牌手機
有能力持續更新，代表該公司必須嚴格控制整體生產供應鏈，並有
充分的市場銷售額才能彌補供應鏈管理成本損失。即便如此，在消
費者手機硬體升級更換之前，手機品牌公司也只有短暫的幾年時間，
利用修補與祈禱方式更新軟體，並祈禱手機更換速度比硬體漏洞揭
露速度更快，拉長與問題距離減緩網路攻擊的衝擊。
傳統軟體修補更新方式已經無法因應今日複雜的網路環境所面
臨威脅，我們必須重新檢視硬體安全架構與審驗整體供應鏈，從硬
體安全架構解決根本問題，阻擋設備受到外部駭侵及破壞，如此才
能終止修補與祈禱期面臨的威脅。

參考資料
1. FBI National Press Office. (2020/02/11). Internet Crime Report. FBI
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 2019.
2. Marc Andreessen. (2011/08/20). 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 Nicky Woolf. DDoS attack that disrupted internet was largest of its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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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tory, experts say. The Guardian. From . 2016/10/21.
4. Scott Amyx. The challenge of software updates for vulnerable IoT
devices. Scott Amyx. 2017/05/26.
5. Patch and pray definition. Techopedia. 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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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 DoT/DoH、DNSSEC 的定位與原理

文／林方傑
DNS（Domain Name System）自 1980 年代被發明以來，一直扮
演著網際網路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隨著各種網路應用的蓬勃
發展，DNS 潛在的風險也開始被重視，DNSSEC（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
、DoH（DNS over HTTPS）等 DNS 安全
協定也因應而生。有鑑於網路上已經不乏 DNSSEC 設定、DoH 建置
等技術面的探討，本文將著重於概念的釐清，以 Q&A 的型式為大家
爬梳這些技術協定，各自做為一種解決方案究竟源自什麼（what）
問題及如何（how）緩解。協助大家建構一套對於 DNS 安全議題與
技術發展的理解脈絡。

Q: DNS 解析牽涉哪些步驟與角色？
首先，我們以情境簡單回顧「DNS 解析（resolution）」流程如下：
當客戶瀏覽 A 公司的官網 www.a.com.tw1，其電腦或手機得先
向預設的「DNS Resolver」提出「www.a.com.tw 的 IP 是什麼」的查
詢（如下圖步驟 1）
。但天下域名及衍生出的 DNS 紀錄之多，縱使知
名且規模龐大如 Google 的 DNS 8.8.8.8 也難以獨立維護，因此 DNS
1

依照 TWNIC 的規定（https://www.twnic.net.tw/dnservice_announce_announce_
2.php），不包含 TLD 或 SLD，網域名稱至少須有 2 個字元，因此「com.tw」
是 1 個現實不存在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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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是以一種「階層分工」的模式運作——舉凡 a.com.tw 的 DNS 紀
錄都源自 A 公司所安排的「權威主機（Authorization Name Server）」
（如下圖步驟 2）
；各方 resolver（包括 8.8.8.8）則扮演「代理人」的
角色，替用戶向權威主機索取指定 DNS 紀錄的設定值。至於 resolver
如何知道 A 公司權威主機為何方神聖，則是仰賴「上層域名」
（在此
情境為 com.tw）權威主機的指引2。完成上述步驟後，resolver 便將
取得的答案返回給用戶（如下圖步驟 3）並存入快取。

圖 1 DNS 解析流程與關鍵角色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Q: DNS transaction、DNS data 傻傻分不清楚？
上述解析流程看起來很聰明3、順暢，事實上 DNS 也如此運作
了近 40 年。但是，因 DNS 被設計時資安的意識與需求尚不普及，
2

3

關於詳細的 DNS 解析流程，讀者可參閱 TWNIC 的線上教材說明。http://dnslearning.twnic.net.tw/dns/03opDNS.html。
上述「階層分工」的設計（或稱「DNS Hierarchy」
）大幅降低了 DNS 初期所
面 臨 的 單 點 失 效 、 缺 乏 擴 容 性 等 問 題 （ https://en.wikibooks.org/wiki/
Communication_Networks/DNS#Why_not_centralize_DNS?）
，也減輕了參與業
者及設備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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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除了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簡
稱 DDoS 攻擊）、系統遭駭等常見攻擊手法的威脅，DNS 在協定
（protocol）面也存在了些與生俱來的弱點，給予駭客「竊聽」或「竄
改」的機會。在進一步說明 DNS 解析與竊聽、竄改兩種風險的關係
之前，我們得先釐清「DNS data」與「DNS transaction」的差異。
「DNS data」泛指各種 DNS「資源紀錄（Resource Record）」4以
及設定值。例如 A 公司官網 www.a.com.tw 做為公開的線上服務，
本來就該允許任何人透過 DNS 解析取得 A 公司網頁主機的 IP，因
此儲存著網域名稱與對應 IP（v4 address）的 A 紀錄本質為公開資
料。（同理，定義了 A 公司域名權威主機的 NS 紀錄、郵件主機的
MX 紀錄等也都是公開的 DNS data）
相對的，如果小傑同學半夜偷上色情網站，則「凌晨 1 點 32 分
小傑家 IP 發送了色情網站的 A 紀錄查詢」這樣的 log，至少小傑本
人絕對不會想被他娘發現。也就是說，雖然 DNS data 為公開資料，
但包含了「某 client IP 於何時查詢了什麼 DNS data」的「DNS
transaction」
，因為涉及個人上網行為而屬於隱私、非公開資料5。
非公開資料怕人竊聽；公開資料沒有竊聽問題但怕被竄改。以
下分論兩種挑戰的因應對策：

Q: 怎確保 DNS transaction 不被竊聽？
由於 DNS 查詢與回覆的封包都是以明碼傳送，容易遭有心人攔
截、竊聽，從而衍生出「DNS privacy」議題。若駭客介入「client 終

4

5

關於 DNS 資源紀錄的類型與用途，可參閱 TWNIC 線上說明（http://dnslearning.twnic.net.tw/bind/intro6.html#bc）。
關於 DNS data 與 DNS transaction 的概念，可參閱《RFC 7626 – DNS Privacy
Considerations》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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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向其預設 DNS 提出查詢」的過程，小傑同學偷偷上網的祕密就面
臨了曝光的風險（如下圖示）。

圖 2 駭客竊聽 DNS transaction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既然怕 DNS 查詢封包（屬於 DNS transaction 的範疇）被竊聽，
那我們就建立加密傳輸通道把往返的資料變成密文（cipher）。缺少
解碼的金鑰，駭客就難以得知傳輸內容了。如果加密傳輸通道是用
TLS 安全協定所建，就構成所謂「DoT（DNS over TLS）」，協定代
表 port 號是 853（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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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 DoT 加密傳輸保護 DNS transaction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但問題還沒結束！使用 DoT，外界雖然很難破譯被加密傳輸的
資料（DNS transaction），但透過 port scan 能發現 port 853 的開通從
而判斷 DoT 正在被使用。除了會產生一種「欲蓋彌彰」的嫌疑，有
心人士也可輕易地干擾 DoT 服務的運作（例如阻擋 port 853 的存
取）
。值得留意的是，這裡的「有心人士」不限於惡意的駭客。例如
英國有內容過濾（content filtering）的法律，對色情、暴力等不良資
訊會要求 ISP 等業者配合加以控管。一旦 DNS 封包的傳輸開始被加
密，監管的範圍與效力將大打折扣。阻擋 853 port 以妨礙/禁用 DoT
的可能性不容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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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以 DoH 加密傳輸保護 DNS transaction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那麼，如何因應 port 被阻擋？
如果加密傳輸與熱門的 HTTPS 協定共用 443 port，則 port 的阻
擋就會窒礙難行了！因為 HTTPS 是當今各種網頁服務仰賴的主流
協定，而阻擋用戶瀏覽臉書或使用各種網頁服務勢必引發民怨甚至
眾怒。如此以 HTTPS 協定傳輸 DNS 封包，就是所謂「DoH（DNS
over HTTPS）
」
。雖然上述需求未經證實為 DoH 的源起，但不失為理
解兩種協定之用途與差異的方法之一，分享給各位。

Q: 如何確保 DNS data 不被竄改？
雖然確保了傳輸過程的隱私安全，萬一被傳送的資訊有錯，例
如小傑明明要去 A 公司的官網，但取得的 IP 卻遭惡意竄改為某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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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網站（而非 A 公司的網頁主機）
，同樣會衍生出資安問題。由於在
DNS 原始協定設計中，resolver 收到權威主機回覆封包時沒有嚴謹
的查驗機制，若有心人士偽造權威主機的答覆搶先提供給 resolver，
會導致 client 被誤導而向錯誤的主機建立連線。這就是所謂「cache
poisoning」。

圖 5 cache poisoning 攻擊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要緩解答案被竄改的問題，讓 resolver 能夠查驗所收資料（DNS
data）的「內容」與「來源」是個直覺的解決方案。
如何實踐查驗呢？「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
」技術可以幫
上忙，其 hash 的應用，使原文就算被加上個空白也會被反映在截然
不同的「message digest」
，可確保內容的「完整性（integrity）」；而
「非對稱式加密（Asymmetric Encryption）」的應用（私鑰加密、公
鑰解密）也使訊息的來源得以被確保。限於篇幅，圖示數位簽章技
術的原理如下，有興趣或需要的朋友可參閱相關說明6。

6

關 於 數 位 簽 章 的 原 理 可 參 閱 台 網 中 心 電 子 報 《 DNSSEC ― 數 位 簽 章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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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數位簽章的原理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簡而言之，如何防範「涉及用戶上網隱私的」DNS transaction 被
竊聽？我們可建立加密傳輸通道；如何防範「應該來自權威主機的」
DNS data 被竄改？我們可以為資料加上數位簽章，供查詢者核對。
而傳輸加密、數位簽章分別就是 DoT/DoH 與 DNSSEC 的核心概念。

EDNS0》
。http://www.myhome.net.tw/2011_03/p03.htm。
駭 客 圖 源 ： https://www.cleanpng.com/png-logo-computer-icons-clip-art-whitehat-hacker-icon-5595839/download-png.html。
警察圖源：https://www.freeiconspng.com/img/2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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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DNS data 與 DNS transaction 的差異與安全議題、對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270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一位 DNS 從業人員的 DoH 議題筆記

文／林方傑
自從知名瀏覽器陸續宣布支持 DoH（DNS over HTTPS）以來，
關於這項 DNS（Domain Name System）安全協定的討論便相繼出現
在各種報導、論壇與專欄1。筆者將從兩個面向對 DoH 議題進行剖
析，包括：（1）協定的設計、（2）協定的推廣與應用。

DoH 的協定設計面議題
依據 RFC 8484，DoH 訴求在 client 與 resolver 間建立加密通道，
而此加密通道奠基於與網頁應用相同的技術。往好處想，連線的機
密性（confidentiality）與真實性（authenticity）可得到一定程度的保
護，甚至「HTTP/2 Server Push」2的功能也被期待能在 client 提問前
就先由 server 主動提供答案，藉以提升網頁載入速度、優化使用者
體驗。然而，負面議題亦存在如下：
對連線更高規格的要求使傳統 DNS 仰賴的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傳輸不敷使用，取而代之的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將因經典的「三方交握」
（Three-Way handshake）增加多少
負擔？憑證等加解密運算又會對解析速度造成多大影響？對大家每
1
2

DoH 相關新聞：https://www.ithome.com.tw/tags/doh。
關於 HTTP/2 Server Push 筆者參閱 《RFC7540》https://tools.ietf.org/html/
rfc7540#section-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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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在用的網路關鍵基礎設施 DNS 系統而言，「效能」是不容迴避
的技術議題3。據筆者自身的觀點與經驗，DNS 訊務若從 UDP 變為
TCP，不只伺服器的處理能力，網路設備能承載的連線數、DDoS 攻
擊（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防護的偵測門檻等，均需重
新壓測評估。
以「CIA 資安要素」的觀點，DoH 屬「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
的防護，藉加密通道避免「DNS transaction」在傳輸過程中被竊聽。
請注意，DoH 的保護效果僅止於傳輸「過程」而不包括「端點」
。意
即，提供 DoH 服務的業者（如 Google、Cloudflare 等）做為加密通道
的另 1 端，依然可以掌握其用戶的 DNS 查詢內容與行為。姑且不論前
述 DoH 保護力的侷限性，審查機制（Censorship）就算在 DNS 加密
的情境中仍是可行的。透過分析被加密之 DNS 訊務的「size, timing,
and direction」等特徵，仍有機會歸納出部分使用者造訪的網站4。
雖有「EDNS(0) padding」5（透過填充補位降低訊務 size 的可
區別性）被提出，但這些補強方案的成熟度與普及度仍有進步的空
間。此外，HTTPS 通訊協定中 headers 與 cookies 所包含的資訊也可
能降低隱私保護的效果，例如「TLS SNI」（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Server Name Indication）6包含了用戶將造訪網站的資訊。該資訊允
3

關於 DNS 加密傳輸方案對效能的影響筆者參閱《Page load times not affected
by DoH and DoT 》。 https://blog.apnic.net/2019/10/08/page-load-times-notaffected-by-doh-and-dot/。
4 關於 DoH 加密訊務的分析筆者參閱《Traffic analysis still possible when using
DoT and DoH》。https://blog.apnic.net/2020/01/30/traffic-analysis-still-possiblewhen-using-dot-and-doh/、《Eavesdroppers and censors can still monitor what
you’re viewing even if you’re using encrypted DNS 》。 https://blog.apnic.net/
2019/10/22/eavesdroppers-and-censors-can-still-monitor-what-youre-viewingeven-if-youre-using-encrypted-dns/。
5 關於 EDNS(0) padding 筆者參閱《RFC 7830》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830、
《RFC 8467》。https://tools.ietf.org/html/rfc8467。
6 關於 TLS SNI(的功用與加密發展)筆者參閱《What Is SNI? How TL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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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伺服器在相同的 IP 位址甚至 TCP 埠號上呈現多個網站，且每個
網站有各自的域名與 SSL 憑證。但原生的 SNI 資訊並未被加密，補
救機制也仍在發展中7，這讓駭客就算不透過 DNS 訊務，也能一窺
目標用戶到訪過哪些網站。
HTTPS 是 HTTP 與 TLS 安全協議的組合8，而建立 TLS 連線需
，
要經過複雜的協商程序9，為了有效率利用已建立的會話（session）
「TLS Session Resumption」10被發展出來。傳統 DNS 基於 UDP 協
定運作只能將 DNS 訊務對應到個別 IP（除非搭配 ISP 將 IP 配發給
用戶的資料，否則難以得知數個 IP 屬於同 1 個使用者的關聯）
。TLS
Session Resumption 可構成 1 種跨網路、跨 IP 的追蹤機制，其蘊含
的資訊及帶來的隱憂同樣值得關注。綜合上述，
「究竟 DoH 能帶來多
少 DNS 隱私的保護力、又或者造成更大的威脅」也是持續發酵的議題。

DoH 的推廣與應用面議題
不管協定設計如何巧奪天工或者漏洞百出，沒有人實際拿來用，或
沒有人致力推廣的話，都不具有影響力。而 DoH 之所以備受關注，知

7

8

9

10

Name Indication Works》。https://www.cloudflare.com/learning/ssl/what-is-sni/、
《Encrypt it or lose it: how encrypted SNI works》。https://blog.cloudflare.com/
encrypted-sni/、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rver_Name_Indication。
關 於 TLS SNI encryption 筆 者 參 閱 《 TLS Encrypted Client Hello 》。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tls-esni/。
關於 HTTPS 與 TLS 筆者參閱《淺談 HTTPS 和 SSL/TLS 協議的背景與基
礎》。https://kknews.cc/zh-tw/tech/xm3aeog.html。
關於 TLS Handshake 筆者參閱《那些關於 SSL/TLS 的二三事(九) — SSL
(HTTPS)Communication 》。 https://medium.com/@clu1022/%E9%82%A3%E4
%BA%9B%E9%97%9C%E6%96%BCssl-tls%E7%9A%84%E4%BA%8C%E4
%B8%89%E4%BA%8B-%E4%B9%9D-ssl-communication-31a2a8a888a6。
關於 TLS Session Resumption 筆者參閱《什麼是 TLS 會話恢復（TLS Session
Resumption）》
。https://kknews.cc/zh-tw/code/qvorv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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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龍頭業者參與（甚至主導11）該協定的設計與推廣是明顯的原因。
如前述，知名瀏覽器包括 Firefox、Chrome 陸續公布支援 DoH
的規劃。其中最具爭議的是：(1)DoH 很可能是「by default」
（且預設
指向瀏覽器合作的 DoH 服務提供者）
，而非以「opt-in」讓用戶自主
選擇採用的模式提供服務；(2)就算提供用戶自主選擇，一方面用戶
多半會接受預設值，一方面選項應該也有限且必然經過瀏覽器業者
的把關/過濾12。
「by default」預設啟用 DoH 的問題，除了會剝奪使用者自由選
擇的權益，也可能導致網路生態的瞬間巨變。以這些瀏覽器目前的
高市占率（如下圖示）與高使用率，一旦以更新等手段將新版軟體
布達給全球用戶，則在短時間內以 DoH 取代傳統 DNS 服務（與業
者）
、並大量累積 DoH 的訊務資料絕非難事。相較於 IPv6 歷經多年
的研究與推動，目前各界針對 DoH 所累積的討論與共識都還不足，
冒然大規模啟用將難以管控驟變帶來的衝擊。

圖 1 瀏覽器市占率
資料來源：statcounter 網站資料 https://gs.statcounter.com/browser-market-share

11
12

《RFC 8484》的作者可見 Mozilla 的人員。https://tools.ietf.org/html/rfc8484。
從 《 Comcast 成 為 第 一 個 加 入 Mozilla 可 信 遞 迴 解 析 計 畫 的 ISP 》。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8469 的報導可見 Mozilla 在精選「可信遞
迴解析器（Trusted Recursive Resolver，TRR）」的努力，但決定信任誰不是由
上網用戶自己決定而是由瀏覽器業者代勞，這樣的分工也著實引發了些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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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資訊安全專家亦已發現駭客利用 DoH 發動攻擊的案例13，
發展更完整的預防與善後配套機制刻不容緩。最後，有能力參與瀏
覽器與 DoH 布局的龍頭業者畢竟是鳳毛麟角，這將使全球 DoH 訊
務集中於少數業者，進而衍生出技術面、市場面的壟斷，並放大個
別網路服務業者發生障礙的衝擊範圍。例如，Mozilla 在推出 Firefox
77 的版本後，合作夥伴之一 NextDNS 無法承受 DoH 訊務量使服務
可用度受到影響，最後透過釋出 Firefox 77.0.1 關閉（自動選擇 DoH
（centralization）
供應商）功能才得以緩解14。更多關於 DoH「中心化」
之隱憂與衝擊的討論，可參閱〈Centralized DNS over HTTPS (DoH)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Risks〉15等文章。
如果把服務與產品的高市占率視為龍頭業者影響 DoH（乃至整
體網際網路）發展的「能力」
，接下來看看使用這能力的「動機」是
否存在。DNS 領域近年的大事，Open resolvers 的興起肯定列在其
中，有 Google 的 Quad8、Cloudflare 的 Quad1、IBM 的 Quad9 等供
使用者自由選用。這些服務除了標榜穩定可用度、優秀使用者體驗
及惡意域名阻擋等加值功能，也積極支援各種 DNS 安全協定，包括
DNSSEC 驗證以及本文討論的 DoH 等。從 APNIC 的統計來看，使
用者是買單的（其實不用買，因為免費）
。下圖顯示 2020 年中的 Public
DNS 市占率。

13

14

15

關於 DoH 被駭客濫用筆者參閱《安全專家發現伊朗駭客率先利用 DoH 暗中
竊密》。https://times.hinet.net/topic/23001624。
關於 DoH 障礙的案例筆者參閱《Firefox 77 讓 DoH 供應商超載，Mozilla 緊
急釋出 Firefox 77.0.1 修補》。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8078。
《Centralized DNS over HTTPS (DoH)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Risks》。
https://tools.ietf.org/html/draft-livingood-doh-implementation-risks-issue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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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Public DNS 市占率
資料來源：Geoff Huston 《Where is the DNS heading?》
https://blog.apnic.net/2020/06/18/where-is-the-dns-heading/

系統的建置與維運需要成本，況且目標客群是全球的用戶更是
所費不貲，那麼這些營利公司為何要從事這樣的慈善事業？又為何
如此積極推廣新技術？我們可以先看看官方或內部人員的說法。在
Public DNS 服務出現以前，DNS 解析多半由各地 ISP 負責提供，除
了服務品質、維護團隊素質不一，各自為政的背景下一旦出問題，
申告、查測與障礙排除免不了跨組織的溝通成本。由於 Google 主打
線上服務，自己提供 DNS 服務減少外部依賴性確實情有可原；
Cloudflare 也表示 1.1.1.1 能保證並優化自家域名的解析。但這真的
是唯一或主要的動機嗎？
有趣且筆者認為極具說服力的是，在〈The Big DNS Privacy
Debate〉16提到 Google 人員透露：更快更好的網路將帶來更多的搜
尋，更多的搜尋將使更多廣告被看到，更多廣告被看到就可以帶來
16

《The Big DNS Privacy Debate》
。https://labs.ripe.net/Members/bert_hubert/thebig-dns-privacy-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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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營收。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在〈Opinion: What does
DoH really mean for privacy?〉17中提到「免費的產品與服務由廣告收
益所資助，廣告的精準度與有效性來自對個別用戶的了解，而對於
用戶的了解則需仰賴綿密且多面向的監視框架」
，並以「Surveillance
Capitalism」指稱上述邏輯（筆者圖示如下）
。Geoff 也表示，如今網
路發展（不可否認 Google 等龍頭業者極具影響力）深受此驅動。如
果將「收集資料、提升對使用者的了解及廣告精準度、增加收益」
視為 Google 等龍頭業者的營利模式與「動機」
，則將 DoH 與瀏覽器
結合，標榜保護上網隱私以吸引更多用戶似乎就是種很有效、可掌
握更多用戶上網行為的手段。

圖 3 Geoff Hustony《Opinion: What does DoH really mean for
privacy?》所描述的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報導指出 Windows、iOS 14 與 macOS 11 將

17

《Opinion: What does DoH really mean for privacy?》。 https://blog.apnic.net/
2019/04/08/opinion-what-does-doh-really-mean-for-privacy/。TWNIC 提供部分
摘要：https://blog.twnic.tw/tag/cyber-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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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對 DoH 的支援18。以這些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除了電
腦的 OS 也別忘了行動裝置的 Android19等）不輸給瀏覽器（browser）
的高普及度、市占率及集中度，可能對 DNS 乃至網際網路生態造成
的影響不容小覷。此外，Netflix 的 App 也被觀察到會另尋 DNS 解
析服務，而非採用 OS 的配置20。應用程式的使用者與訊務規模雖然
不見得有瀏覽器、作業系統來得大，一旦「自己決定 DNS 如何解析」
蔚為風氣，多種 App 跟進而累積的 DNS 訊務也不該被忽視。

圖 4 手機作業系統的市占率
資 料 來 源 ： statcounter 網 站 資 料 https://gs.statcounter.com/os-market-share/mobile/
worldwide

綜合上述，DoH 加密傳輸的功能導致現行惡意程式與內容的監
管機制失效又或者被駭客所濫用、DoH 訊務集中於少數業者形成壟
斷、DoH 太快速的普及各種配套不足、DNS 訊務性質乃至網際網路
生態短時間內被 DoH 大幅改變，這些議題並非杞人憂天，需要各界

18

19

20

關 於 OS 支 援 DoH 筆 者 參 閱 以 下 網 頁 資 訊 ： (Windows)
https://techcommunity.microsoft.com/t5/networking-blog/windows-will-improveuser-privacy-with-dns-over-https/ba-p/1014229；
(Appl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8485。
關於 Android Pie 使用 DNS 加密服務筆者參閱《Opinion: DNS privacy debate》
。
https://blog.apnic.net/2019/02/08/opinion-dns-privacy-debate/。
關於 Netflix App 有自己的 DNS 解析行為筆者參閱《Opinion: What does DoH
really mean for privacy?》。https://blog.apnic.net/2019/04/08/opinion-what-doesdoh-really-mean-for-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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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注。
筆者做為 DNS 從業人員，可能有更多機會與誘因涉獵 DNS 相
關的資訊，藉此機會與各位分享個人對於 DoH 議題參考的資料與摘
錄的要點。若本文能發揮些許「索引」的功能、帶給大家 1 種對於
DoH 議題「先廣後深」的認識體驗（在有相對宏觀的認識後，再視
需要深入鑽研相關參考文獻），是筆者莫大的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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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要求域名註冊管理機構取締用於
COVID-19 詐騙的網站

文／國際瞭望
根據 ZDNet 報導，紐約州政府的州檢察長希望域名註冊管理機
構可以共同打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相關的詐騙網站，
例如販售假醫療藥品、假疫苗或是偽裝成 COVID-19 相關訊息 app
的惡意程式。
過去幾個月來，數以千計與 COVID-19 相關的域名被註冊，展
現出前所未見的成長率。紐約州檢察長 Letitia James 發出一封公開
信給 6 家網域名稱註冊機構，分別是 GoDaddy、Dynadot、Name.com、
Namecheap、Register.com、及 Endurance International Group，要求對
抗所有與 COVID-19 或 coronavirus 相關的註冊。根據這封信件，
Letitia James 希望域名註冊機構從下列 6 項解決方案中進行至少 1 項
以上：
(1)使用自動與人工檢查所有新註冊與 COVID-19 有關的網域名
稱；(2)建立特別管道，讓官方以及一般民眾可以舉報與 COVID-19
相關的詐騙網站；(3)撤銷所有被舉報的 COVID-19 相關網域名稱；
(4)使用系統來暫停所有與 COVID-19 相關的網域名稱；(5)使用系統
來封鎖與 COVID-19 相關網域名稱的快速註冊；(6)更新服務條款，
並加上「將強勢回應針對 COVID-19 相關網域名稱的違法使用」。
Namecheap 的 CEO Richard Kirkendall 表示他們公司早就展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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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的合作，積極防範或下架 COVID-19 相關的網站或域名。
參考資料：
https://www.zdnet.com/article/new-york-asks-domain-registrars-tocrack-down-on-sites-used-for-coronavirus-sc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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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發展

解讀柏林 IGF：全球網路正面臨分裂挑戰

文／國際瞭望
第 14 屆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於 2019 年 11 月 25 日至 29 日於德國柏林召開，為期 5 天的論壇共
有 200 場會議，吸引來自全球 161 國的近 3,700 人實地與會，遠端
參與人數也有約 3,000 人，可說是盛況空前。
本屆大會主題為「一個世界，一個網路，一個願景」
（One World.
One Net. One Vision）
，討論議題分成「資料治理」
（data governance）
、
「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安全與穩定」（security, safety,
stability, resilience）等三大類別。但其實從開幕典禮到各場討論會議
都在談論大會主題所反映的當前全球網路面臨分裂的挑戰。
主辦單位表示，這次大會主題之所以引起高度共鳴，正是因為
與會者都感到網路世界的藩籬正日益升高，而其肇因則包括各國法
規與監管制度的差異、部分國家與惡意人士破壞網路安全，以及透
過社群媒體與演算法散播不實訊息等治理問題。

UN 秘書長與德國總理：網路圍牆盛行，全球網路有分
裂風險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與主辦國的德國總
統梅克爾（Angela Merkel）
，兩人於開幕典禮致詞時，都感概在柏林
圍牆倒塌 30 年之際，網路圍牆卻日益盛行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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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特瑞斯並表示，今天自由、開放、安全、全球互通的網路，正
因嚴重的數位落差、社會鴻溝、地緣政治的交互影響，而面臨碎裂
的風險，且跨國網路攻擊也不斷增加，大國之間已產生網路衝突。
梅克爾則指出，全球網路變得脆弱不穩，一旦分裂，中、伊等
國將築起高牆，其他國家也會在選舉或社會動盪時關閉網路，或強
化對公民的監控及網路審查，剝奪人們獲得資訊和通訊的基本權利。
因此，我們必須捍衛網路的自由與人權，反對獨裁政權對網路施加
政治與思想箝制。

多位專家認為全球網路已分裂，破壞網路自由開放的本質
除了開幕典禮外，全球網路分裂的原因、現況與影響等相關問
題，也在各場會議中不斷地被提出討論。包括：
「網路治理與數位合
作」及「立法程序」主場會議、
「科技創新和資料治理的挑戰」開放
論壇、
「科技民族主義：5G、網路安全和貿易」及「數位主權和網路
分裂」座談會議等。
而來自全球不同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專家們的觀點，則如有聯合
國官員表示，在各國透過各自的法規以因應個資隱私、言論自由、
網路安全等重大問題的情況下，不但導致全球的法規衝突，而且全
球網路也分裂成美、中主導的兩種網路，進而可能破壞網路自由開
放的本質。網路之父 Dr. Vint Cerf 也指出，網路原本是一個不受政
府規管的自由主義者之空間。新加坡學者則表示，當前的全球網路
已成為美、中和歐盟「三大數位王國」
，他們各有不同的政策利益，
且對網路的監管立場也形成明顯對比。法國技術社群更是認為，未
來幾年內全球網路可能將更加分裂，並因此呼籲加強數位合作以因
應科技發展的挑戰。
此外，也有瑞士學者表示，雖然主權至上的網路主權概念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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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兩國，但西方國家也開始引用於保護公民隱私，衝擊全球單
一網路的觀點。而埃及學者認為，各國實施資料在地化政策是導致
全球網路分裂的來源之一。俄羅斯公民團體則是以俄羅斯的網路主
權法案（Sovereign Runet）為例，說明該國政府因此得以依法控制網
路空間。但巴西官員強調，網路本來就是源自主權工具（美軍的通
訊工具）
，只是現在的權力和利益變成集中在少數的美、中兩國企業。
澳洲官員則是認為，現今科技已成為地緣政治的中心，因此，澳洲
基於國安考量而禁用中國大陸華為的 5G 設備。

IGF Plus 獲廣泛支持，擬推動全球數位合作並提供全球
政策建議
面對包括網路分裂等問題在內的全球網路治理挑戰，其實聯合
國「數位合作高階小組」
（UN 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
UN HLPDC）於 2019 年 6 月發布「數位互賴時代」
（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報告時，已為全球的數位合作提出建議方案，且當
中的 IGF Plus 架構更是獲得本屆與會者的廣泛支持，也就是在現有
IGF 的基礎上，透過設置諮詢小組、合作加速小組、政策育成小組等
方式，強化研議具體的政策建議或常規，以供公眾討論，或供各國
政府及決策單位參考或採用。

首度邀請國會議員參與，56 國議員呼籲立法要確保人
權與自由
有鑑於網路政策立法的最後關鍵在於各國的國家議會，因此，
本屆論壇首度由主辦國德國的國會，出面邀請各國國會議員參加
IGF，共同討論全球的數位發展，結果共有來自 56 國的 150 位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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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出席。
這些與會的議員們除了關注 AI 發展、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網
路對民主的影響，以及網路衝突與和平等治理議題外，也深刻了解
各國法規將會影響全球網路能否維持自由開放且不分裂。因此，他
們將成立非正式的「議會 IGF 小組」
，以強化各國國會議員於 IGF 的
對話，同時也透過發表聯合聲明文件，向各國國會議員提出以下立
法相關建議：
・針對網路相關的政策議題，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
・確保提升國安與促進數位經濟的新立法，將會充分保護人權
與自由。
・以因應數位時代挑戰的精神，重新思考現有的國家法律。
・訂定新法案時，會充分納入各社群，並推動多方利害關係人
方法。

政策討論更趨成熟，信賴與道德、資料治理、AI 治理
等為焦點議題
根據長期參與 IGF 的外交基金會（DiploFoundation）觀察，本
屆 IGF 的討論內容可說是更趨成熟。三大會議主題中，「資料治理」
的討論已從資料是新石油的概括性比喻，轉向深刻反思公民、企業
和國家於蒐集和使用資料的責任；
「安全與穩定」的討論則是已經邁
向優先考慮訂定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全球準則；而「數位包容」的
討論範圍亦從網路普及，轉為對性別、青年、語言、財務、教育等關
鍵因素的全面思考，將有助於促進數位潛力的充分發揮。
至於各主題下的實際討論議題，外交基金會透過自動化工具的
分析結果顯示，本屆 IGF 的熱門討論議題包括：信賴與道德及跨領
域方法、資料治理、永續發展、網路安全、能力發展，以及 AI（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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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治理等。尤其在 AI 治理議題上，如何讓 AI 成為可信賴的
科技，以及 AI 將如何塑造人類的未來等問題，都是當前全球關切的
焦點。

討論結果彙整成柏林 IGF 公報，呈現 IGF 具體成效
延續 2017 年日內瓦 IGF 做法，本屆論壇亦將各場會議的討論
結果彙整成柏林 IGF 公報（Berlin IGF Messages）
，以呈現 IGF 的具
體成效。其內容重點可摘要如下：

・資料治理
資料是社會與經濟的關鍵資源，但是將多種法律和監管框架套
用在跨境資料，可能會動搖全球供應鏈，且破壞言論和集會自由。
因此，需發展全球和國家型的資料治理，包含 AI 的使用與演算法的
開發，都應兼顧企業（包含中小企業）與公共服務的資料使用需求，
以及使用者對其基本人權與個資隱私受到保護的需求。

・數位包容
低度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普及上網仍是挑戰，可透過由當地建
立且管理的社區網路（Community networks）推動網路普及。另一方
面，也需投入更多資源，藉由學校教育或培訓課程，發展數位技能
與素養，同時也需制定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和法規，以因應 AI 帶來的
勞動市場挑戰。此外，數位包容還必須為弱勢族群的數位權益尋求
解決方案，並且推動在地內容與語言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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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穩定
網路安全、人權和自由是可以共存的。實現網路安全需要多方
利害關係人加強合作，建立安全規範，並透過能力建構，讓所有人
成為負責任且能捍衛其人權的網路使用者。而對抗不實訊息有賴多
方利害關係人準確定義詞彙內容、對選舉的干擾，以及負責任的行
為。此外，解決非法或惡意內容則需要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找出長
期預防性措施，而非目前常被採用的取消、轉移、刪除或暫停域名
的做法。

專家認為 IGF 未能引發廣泛報導與討論，其政策影響
力仍待提升
儘管本屆會議展現諸多創舉與討論成果，但外交基金會認為，
為期近一周的柏林 IGF，在全球媒體的報導篇幅卻是相當有限，也
沒能在各國的公眾論壇、企業間或政府部門引發廣泛討論，凸顯 IGF
的政策影響力仍然有待提升。
不過，外交基金會仍對 IGF 的未來發展抱持樂觀看法，因為隨
著各國對網路治理政策的需求與壓力不斷升高，且 IGF 已經準備朝
向上篇所介紹的 IGF Plus 架構發展，並可能於 2020 年的聯合國大會
第 75 週年會議推動全球的數位合作以維護全球不分裂且自由開放
的「一個網路」
，因此，IGF 具有成為全球數位解決方案提供者的發
展潛力。

參考資料
1. Final Report from the 14th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GIP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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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2. IGF 2019 Chair’s Summary.
3. UN Secretary-General Remarks to the IGF 2019.
4. 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5. Berlin IGF Messages.
6. Message from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arians Participating in the 14th
UN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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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Google、Twitter 可能以關閉
服務來反制巴基斯坦政府的網路禁令

文／國際瞭望
根據報導，亞洲互聯網聯盟（Asia Internet Coalition, AIC）日前
發布公開信回應巴基斯坦政府的網路禁令。
AIC 的主要成員為參與國際投資及經濟貿易的全球網際網路與
科技公司，旨在代表產業團體，促進亞太地區對於網際網路政策相
關議題的認知及溝通。聯盟成員包括 Google、Facebook、Apple、
Twitter、LinkedIn、Expedia、Rakuten、LINE、Amazon、Airbnb、樂
天及 Yahoo 等知名物聯網公司。
巴基斯坦政府於今（2020）年 2 月中頒布了「對抗網路傷害人
民保護法」
（Citizen Protection 〔Against Online Harm〕 Rules 2020）
，
報導指出，此法案擴增政府相關單位審核社群網站使用者發布之內
容，必要時得以對平臺業者處以罰款或是停業，像是 Facebook、
Twitter、WhatsApp、Google 旗下 YouTube 等平臺皆須在 24 小時內
移除當局認定為「非法」的內容，許多評論表示這對於巴基斯坦的
新聞及言論自由不啻為一大傷害。
此外，這些平臺業者甚至被賦予責任，若使用者被指控發表褻
瀆（blasphemous）或是與恐怖、激進主義、仇恨言論、假新聞、煽
動暴力及國家安全等內容，相關平臺必須呈交這些使用者未加密的
資料及「任何其他資料」
（any other information）
。根據此法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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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政府將會要求各大社群網路平臺在 3 個月內於巴國境內設
置辦事處，並指派一員負責回應所有當局的疑難雜症或是抱怨。有
關當局將能援引本法案阻擋平臺服務，預估相關罰鍰將能替政府賺
進大約 324 萬美金。
而亞洲互聯網聯盟寫給巴國總理 Imran Khan 公開信中則表示，
本法案將導致成員們在巴國難以推動相關服務，因而有可能全面撤
出巴基斯坦；巴國官員回應將重新審視法案條款，並納入所有的公
民團體及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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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 2020 年度風險報告：探討
網路碎片化的影響

文／國際瞭望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以下簡稱 WEF）每年
於 1 月份發表年度全球風險報告，記錄全球風險狀況與變遷，並探
討風險的內部互聯性與縮減風險的策略。
《2020 年全球風險報告1》中顯示，15 年來首次出現前 5 大最
有可能發生的風險皆為「環境問題」
；而「資料造假與竊取」和「網
路攻擊」兩項科技問題則名列第 6、7 名。本文摘錄報告中第 5 章
〈全球資訊網——論網路碎片化造成的影響〉2 （Wild Wide Web—
Consequences of Digital Fragmentation）
，解析網路破碎化的前因後果。

一、第四次工業革命科技發展的機會與問題
「第四次工業革命」，如 WEF 創辦人施瓦布（Klaus Schwab）
於 2016 年定義3的，乃建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既有的數位網路基礎
上，於速度、範圍及系統上對人類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響。至今，

1
2
3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risks-report-2020/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risks-report-2020/wild-wide-web/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and-how-to-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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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超過 50%的網路人口4，幾乎每天都會增加 100 萬上網人口5、
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擁有手機6、超過 210 萬的物聯網設備7。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科技發展，例如 5G 網路、量子電腦、人工智
慧等具有極大潛力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與醫療，然而，這些架構在
數位網路上的科技原罪就是易受數位攻擊，因網路犯罪造成的損失
預估在 2021 年來到 6 兆美元8。

二、缺乏全球網路治理架構，各國為了處理資安問題興
起網路保護主義，導致網路破碎
根 據 全 球 網 路 治 理 委 員 會 （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的報告9，開放、易取用的網路世界如同雙面刃，一面
是對大眾有益的交流媒介，然而另一面卻造成網路犯罪、攻擊與威
脅的資安問題，也因此在缺乏全球網路治理架構的狀況下，各國為
了處理資安問題進行網路安全保護作業，導致網路碎片化。亞太網
路資訊中心（Asia-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APNIC） 首席
科學家 Geoff Huston 撰文10說明網路分裂的定義為「一個被多樣壓力
所環繞的網路環境，導致不再同調且不一致的多樣性結果」
。
4

5
6
7

8

9

10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19.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19. Geneva: ITU, 2019.
Kemp, S. Digital 2019: Global Digital Overview. Datareportal. 2019/01/31.
Turner, A. How Many Phones Are in the World? Bankmycell.
Mark Hung. Leading the IoT: Gartner Insights on How to Lead in a Connected
World. P.2. .2017.
Morgan, S. Global Cybercrime Damages Predicted To Reach $6 Trillion Annually
By 2021. Cybersecurity Ventures Cybercrime Magazine. 2018/12/07.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 Who Runs the Internet? The Global
Multi-stakeholder Model of Internet Governance. CIGI 20th. 2017/01/17.
Huston, Geoff. Thoughts on the Open Internet – Part 2: The Where and How of
“Internet Fragmentation. CircleID. 2015/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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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網 際 網 路 治 理 工 作 小 組 （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WGIG）於 2005 年報告11中定義網路治理為「政府、私
部門與公民社會，各依其角色立場，發展應用形塑網路演進與使用
的共同原則、常規、法則、決策流程，以及計畫措施」。
目前國際上有許多計畫結合了企業及政府單位建立共同信任、
提升數位世界安全、評估網路攻擊的影響以及幫助網路攻擊受害者，
例如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12）的布達佩斯公約13致力於界定
網路世界的責任歸屬與法令規章的建立；其他國際合作發展的倡議
還有人工智慧標準的建立；然而，這些倡議的大量發展並未有統一
的標準；隨著越來越多人工智慧驅動的系統，快速產生的各種標準
也讓國家或公司間更難使用唯一標準。
此外，國際間的政策並未跟著科技發展與時俱進，我們迫切需
要更易理解、更包容、更敏捷的全球網路治理架構，來處理這些伴
隨第四次工業革命科技發展而來錯綜複雜的資安問題。

三、網路碎片化帶來的三大風險
以下摘錄前述報告中歸納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裡，缺乏全球網
路治理架構導致網路破碎化而產生的三大風險。

1.地緣政治風險
全球化科技企業打開數位疆界、整合全球供應鏈並連結世人，
但這些企業也挑戰了某些國家間的核心競爭，例如金融政策或標準
11
12
13

Bossey.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4. 2005.
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
https://www.coe.int/en/web/cybercrime/the-budapest-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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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缺乏互通共連的破碎網路將增加許多商業影響，例如標準設
定、外國企業在國內特殊基礎建設的參與、外商投資本土科技、以
技轉換取接觸當地市場機會等；其他風險可歸納成以下 4 點：

(1)漸趨平行並存的網路世界
連結性倚賴國際間設立的網際網路通訊協定，過往各方利害關
係人偏好較為開放與政策寬鬆的網路空間，然而，目前國際發展趨
勢朝向一個危險的新舊分化協定，而這將導致網路世界與未來科技
的破碎。此外，若是國際間持續尋求網路主權，也就是所謂的國家
或區域版本的網路世界，那麼全球網際網路間相互連通性將會產生
斷裂。

(2)先驅優勢
第四次工業革命科技產品專利申請率大幅提升，政府或是業界
都想要拔得頭籌並因此獲益。先驅國家將可透過影響標準、系統及
生產鏈而改變地緣政治平衡。

(3)新型數位武力競賽
對數位科技的依賴性正在改變國與國之間和國家內部的安全狀
態，並引發三項迫切議題，也就是如何保護特殊基礎建設、維護社
會價值、以及避免國家間衝突的提升。數位科技逐漸被運用在雙方
實力強弱不對等的所謂「非對稱作戰」中，讓小國對大國在網路開
戰。網路病毒被開發為數位武器、網路空間成為軍事場域的延伸，
導致新型數位武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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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際互連性的中斷
各國情報與基礎建設單位廠商間越來越多的情資分享，強化對
資安攻擊的了解，但破碎化的網路、缺乏全球治理架構卻會將上述
的努力化為烏有，另可能導致不同系統司法單位間合作時產生技術
性不相容的問題。

2.經濟風險
科技硬體供應鏈引發全球主要經濟體間近來的科研與貿易辯
論；許多國家也謹慎檢視投資或收購外資科技公司，更有越來越多
國家透過檢視外國投資的大專校院來評估高等人力資產外移風險；
以科技交換接觸商業市場機會也已逐漸成為商業談判上的競爭籌
碼。其他經濟面的危機還有以下 3 點：

(1)破碎網路的成本
在現今超互聯的全球經濟14（hyperconnected global economy）下，
若是網路全面停擺將導致 1 個高度網路普及國家每日 GDP 損失
1.9%。破碎的網路將導致商業上使用雲端服務的負面影響，增加在
平行網路間司法管轄的交易成本，並因配合不同市場要求不同產品
線而降低生產力。

(2)缺乏永續性
因各國追求獨立網路科技規範，企業需針對不同市場而製造不
同版本的產品，這將對環境產生更多的負擔。
14

EIU report: The hyperconnected economy. The Economist. 2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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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貨幣與財政風險
在如何掌握透過開放貿易與數位科技創造財富議題上，缺乏各
國通力合作的協調，將會在本地企業與各個國家間產生分配不均的
問題。而於法規制度不明狀況下運作的新形態數位貨幣，則可能損
害主權貨幣或影響國際間打擊洗錢的合作，對數位貨幣信心崩盤也
可能危害金融穩定。

3.社會風險
第四次工業革命科技在各國不等速的發展擴大了國際間的差
距。高度數位化的經濟體具備能力及財力投資未來科技，其他數位
化程度較為不足的經濟體，則遠遠落後地追趕在專利、網路應用科
技、以及市場資本化等領域上。而其他的社會風險，例如數位落差
與貧富差距兩者的擴大與惡性循環，以及自動化生產已預期將強烈
打擊婦女與低技術勞工兩個族群；此外，缺乏全球科技制度架構可
能產生去人性化反烏托邦之問題，例如網路霸凌、工作場所的監管
及其他侵害員工隱私的問題。

四、缺乏全球網路治理架構在商業上的挑戰
除了前述三大風險外，缺乏全球網路治理架構還有對於商業上
的影響。破碎不相容的全球資安規範及科技架構將弱化企業對上述
三大風險的應變，隨著跨域交易成本提高了企業的財政負擔。
企業面臨的挑戰是，既要符合原有標準，因發展第四次工業革
命科技，也得符合世界各地不同的責信度、透明度、偏差度、隱私
度等相關規範。此外，企業與官方合作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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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交流、與執法單位的合作、技能發展等領域。

五、小結
數位科技的應用與發展日新月異，各國企業、政府、個人早已
每天都在面對上述的風險，對全球網路治理架構的需求確實是迫在
眉睫；正如「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 2019 年於「臺灣網路治理
論壇」上致詞時表示15，「在萬事物聯網的時代，網路的治理即萬事
的治理」
，而臺灣「不僅是數位連結蓬勃的民主社會，更是網路科技
軟硬體供應鏈的核心」
，通訊傳播將帶動所有產業跨越國境藩籬、加
速數位經濟發展，對臺灣未來發展之重要性不言可喻，關於全球網
路治理架構的建立，臺灣絕對有能力做一個積極貢獻的參與者。

15

https://www.ait.org.tw/remarks-by-ait-director-w-brent-christensen-at-the-taiwaninternet-governance-forum-july-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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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3 年 APNIC 戰略計畫概覽

文／國際瞭望
以每 4 年為期，APNIC 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 EC）會
在秘書處的協助下，建立未來 4 年的戰略計畫。這個戰略計畫集結
社群及會員的建議與反饋，設立未來 4 年的戰略方向及各項活動規
劃，不僅呈現 APNIC 的願景，也列出實際的目標、優先項目、重點
原則，為未來 4 年 APNIC 的工作訂定明確的指標及方向。
隨著 2020 年的展開，過去 4 年的戰略計畫（2016-2019）也告
一段落。2019 年期間，APNIC 執行委員會、執行團隊及秘書處員工
協力合作，建立了展望未來 4 年的 2020-2023 年 APNIC 戰略計畫。
與過去不同，新的 4 年戰略計畫捨棄了過往「會員服務、地區
發展、全球協作、組織營運」的四大領域，建立新的「五大戰略支
柱」：會員、註冊管理機構、發展、資訊，以及能力。
由下圖可見，此戰略計畫由 3 個主要部分建構而成。最底層是
APNIC 的信條和原則（熱情、信任、好奇、當責、包容）
，也是五大
戰略支柱的立基。中間的五大支柱則代表 APNIC 未來 4 年的工作目
標及內容，將於稍後詳述。由五大支柱支撐的頂端則是 APNIC 的願
景：提供地區網路註冊管理機構的必要服務、支援亞太地區的網路
發展，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開放、穩定及安全的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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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PNIC 2020-2023 Strategic Plan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一步深入了解 2020-2023 年 APNIC 戰略計
畫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五大戰略支柱。

一、會員
（一）戰略目標
・發展、提供 APNIC 會員所需的世界級產品及服務。
・深化與會員的交流，共同建立全球化、開放、穩定及安全的
網際網路。
・確保 APNIC 作為會員制組織的治理持續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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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
・會員服務：透過積極、高品質的互動，提供會員頂級的服務
與價值。
・會員產品：以最佳做法發展會員產品，滿足會員的需求、超
越會員的想像。
・會員報告：提供即時、精確的 APNIC 運作相關資訊，確保
APNIC 對會員持續當責。

二、註冊管理機構
（一）戰略目標
・發展、建立社群所需的世界級註冊管理機構產品及服務。
・確保負責的網路號碼資源代管機制、提供精確的註冊管理機
構服務。

（二）工作項目
・註冊管理機構服務：依社群建立的政策，提供網際網路號碼
（自治系統號碼、IPv4、IPv6）發派及註冊服務。
・註冊管理機構產品：提供並維護準確、可信賴的號碼註冊管
理服務。
・註冊管理機構發展：協助開放的政策發展流程，確保亞太地
區的號碼資源政策以符合社群期待、協議規則的中立程序建
立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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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
（一）戰略目標
・投資地區網路社群、產業及基礎建設的永續發展。
・培養網路技術社群的能力，推動網路運作的最佳做法。

（二）工作項目
・APNIC 會議：舉辦深度互動、切身相關的 APNIC 會議，提
供學習、分享、人脈交流的機會，並促進網路政策發展。
・基金會支援：持續為 APNIC 基金會提供財務及運作支援。
・社群交流：建立、維繫 APNIC 與其他不同社群之間緊密、有
意義的關係。
・社群參與：在 APNIC 流程、事件、活動中，持續培養意識、
鼓勵多元化參與及培育領導人才。
・APNIC 學院：為 APNIC 學院建立多元整合的平臺，提供面
對面及線上學習的機會。持續開發、提供高品質的訓練內容、
課程及專業技術訓練。
・基礎建設支援：推動、支援網路基礎建設佈建，建置基礎建
設運作監控工具。

四、資訊
（一）戰略目標
・提供必要的網路資訊服務、對社群有意義的研究結果，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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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網路發展。

（二）工作項目
・資訊產品：為 APNIC 服務的社群提供有意義的資訊服務。
・研究分析：針對形塑網路名稱、號碼基礎建設未來需求及進
化的趨勢，分析相關影響及風險。

五、能力
（一）戰略目標
・提供穩定、安全的技術基礎建設，支援 APNIC 運作及服務。
・齊聚認同 APNIC 願景、價值的職員，發展並推動強韌的服務
文化。
・維繫組織的健康及韌性。

（二）工作項目
・內部技術基礎建設：提供穩定、安全的技術基礎建設，支援
APNIC 運作及服務。
・財務及商業服務：提供有效率、靈活的財務、商務服務及設
施，支援 APNIC 運作。
・員工經驗：招募、培育並留住專業人才，推動 APNIC 使命，
超越組織及社群的期待。
・治理：提供法律、財務、治理框架及專業服務，支援 APNIC
運作，最大化降低風險，並確保組織的合規及永續。

304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如欲進一步了解 2020-2023 年 APNIC 戰略計畫之內容，可參閱
完整計畫連結。

參考資料
1. APNIC 2020-2023 Strategic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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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秘書長的數位合作地圖

文／國際瞭望
2018 年 7 月，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成立「數位合作
高階專家小組」（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 HLP.DC）。
小組雲集各界重量級人物，網際網路之父 Vint Cerf 也是小組成員之
一。該小組於 2019 年 6 月發布了成果報告，並提出 5 項重點建議。
報告發布至今已屆周年，根據報告中的建議，以及與來自政府、
業界、公民社會、國際組織、學界、技術社群等所有關鍵利害關係
社群的討論後，Guterres 終於發布了數位合作地圖（roadmap）
，其中
列出 8 個需要採取行動的關鍵領域。

・2030 年達成全球連網
目前地球上仍有一半人口無法上網。在 2030 年之前，所有人都
應能享受安全實惠的上網體驗，並實際使用符合永續發展目標的數
位服務。

・推廣數位大眾產品、建立更公平的世界
全球應齊心致力於推動、投資數位大眾產品如開源軟體、開放
資料、開放人工智慧模型、開放標準及開放內容。這些數位產品應
該保護隱私、符合法律及最佳做法、不造成任何傷害，並成為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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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的助力。

・確保數位包容擴及全民，包括最脆弱族群
數位落差不只反映，更強化了既有的社會、文化及經濟不平等。
網路使用人口的性別落差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世界上每 3 個國家中，
就有 2 個國家的男性網路使用率高於女性。移民、難民、流離外地
的人、老人、年輕人、小孩、殘障人士、偏鄉人口、原住民等，也都
面臨相同的挑戰。我們應透過改善衡量標準、資料蒐集及跨計畫合
作，致力彌補這些落差。

・強化數位培力
許多國家及人民都缺乏活在數位時代的必要技能，進而難以企
及永續發展目標。未來的數位培力規劃應該依實際需求、視個人及
國家情形量身打造、調整，並強化全球協作。
如前所述，在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號召下成立的「數
位合作高階專家小組」（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
HLP.DC），根據 2019 年發布的成果報告，規劃了數位合作地圖
（roadmap），並列出 8 個需要採取行動的關鍵領域。其餘 4 個則
包括：

・數位時代的人權保護
數位科技呈現行使人權的新方式，但更常見的，卻是這些科技
被用來侵害人權。針對數位科技發展的法律規範框架應以人權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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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保護、數位身分證、網路騷擾及內容管制，都是應特別注
意、危害人權風險最高的議題。

・支持人工智慧開發的全球協作
人工智慧為數位時代帶來的好處不勝枚舉，但也存在著危及全
球使用者安全、傷害使用者線上身分的極高風險。人工智慧的開發
及使用應可信賴、以人權為核心、安全永續，且倡導和平；而欲達
成這個目標，全球利害關係人應加強互助協作。

・宣導數位環境中的信任及安全
負責支援核心社會機能及基礎建設，包括食物、水、住處、能
源和交通的數位科技都應該有完善的保護措施。聯合國若可以寫出
1 篇大範圍、整合性的宣言，列出數位信任與安全理解的常見元素並
獲得所有成員國同意，將有助於打造基於全球價值的數位合作願景。

・為數位合作建立更有效的架構
全球數位合作有嚴重的落差，而在很多跨國政策討論中，數位
科技往往未能排在優先項目。即使有合作計畫，這些計畫常常是片
段的，缺乏實質效益或完備的後續流程。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IGF）作為起始點，應該致力於強化、改善 IGF
體質，討論應更加反映當代數位議題。
參考資料：
https://www.un.org/en/content/digital-cooperation-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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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下的 IDN 發展

文／陳文生

網路普惠接受（UA）概念
普惠接受（Universal Acceptance, UA）係指網路之所有域名應同
等對待的概念。例如電子郵件處理網路地址，對各類域名應以一致
且安全的方式被接受、儲存、處理及顯示。UA 是真正多語言網際網
路的基本要求，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可以使用當地語言的域名，進行
網路的瀏覽導航、郵件傳送及相關服務。讓使用者普惠接受也是釋
放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的潛力關鍵，進而促進域名行業的
競爭、消費者選擇及創新服務。為實現普惠接受，網際網路應用與
系統必須以一致的方式處理所有 TLD，包括 new gTLD 與國際化域
名（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IDN）TLD。具體而言，各式網
路應用服務都必須能接受、驗證、儲存、處理及顯示所有域名，包
括 IDN。
IDN 電子郵件地址的示例如：張三@台網中心.台灣，
「張三」為
email 的使用者名稱，
「台網中心.台灣」為 email 的 IDN 域名郵件伺
服器名稱。域名為 IDN，郵件服務必須亦能支援 IDN，才能正確進
行 IDN 郵件收發服務。但由於過去長時間的 Domain Name Systems
（DNS）
、Mail systems、Web browser 及軟體應用程式開發，都以沿
襲已久的拉丁文體系的 ASCII 字符為處理對象，Unicode（萬國碼）
發展後，可以儲存 Unicode 資料，但系統面如 DNS、程式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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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大小寫（case folding）及 regex 處理等要能正常處理 IDN，
因涉及層面非常廣泛，要達成全球 IDN 的普惠接受，是一項巨大的
挑戰。

UA 的準備度（UA Readiness）
IDN 要能普惠接受，需至少檢視及更新下列環境，包括：
・網站及應用程式：網站的網址及各類應用程式須能支援 IDN，
例如報名網站，要能接受 IDN 的郵件名稱，網站要能支援 IDN
URL。
・社群媒體及搜尋引擎：Facebook、Instagram 等各類社群媒體
及 Google、Bing 等搜尋引擎要能接受 IDN。
・程式語言及開發架構：坊間常用的程式語言及開發架構，須
能支援 IDN。
・作業系統及系統工具：iOS、Windows、Android、Linux 等作
業系統，以及 OpenSSL、OpenDAP、Ping、Telenet、Active
Directory 等系統工具要能支援 IDN。
全球 IDN UA 準備度是未來備受關注的指標之一。IDN 全球通
用推廣小組（Universal Acceptance Steering Group, UASG）發布 2020
UA 準備度報告1指出，全球僅約 9.7%的 email servers 有支援 IDN，
約 11%的 1000 大網站（Top 1000 sites）有支援 IDN。

以 Email IDN 為例2
支 持 email IDN 的 技 術 協 定 ， 稱 為 EAI （ Email Address
1
2

Universal Acceptance Readiness Report FY20. 2020/09/01.
Email Addr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EAI): A Technical Overview. 2018/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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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協定。EAI 協定允許電子郵件地址的本地名稱及
IDN 域名中，具有 IDN 和/或 Unicode（非 ASCII）字符。電子郵件
軟體與服務，需要進行特定改寫以支持 EAI，因為 EAI 郵件從概念
上來說是與舊版 ASCII 郵件採取不同的郵件流（mail stream）方式
傳送。

支援 EAI 的郵件收發，包括如上述圖例之所有郵件遞送路徑的
相關方，都需具有支援 EAI 之能力。假如路徑中有一個 mail server
不支援 EAI，該郵件即無法送達。

ICANN 社群對 UA 之支援
ICANN 社群將持續推動 IDN 及提升 UA 的準備度3，在 ICANN
2021-2025 戰略計畫亦一再重申對推動 IDNs 及 UA 的重視，相關的
推動組織如下:
・社群所組織的全球通用推廣小組（UASG）。
・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ALAC) IDN and UA working
group。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GAC) IDN and UA working
group。

3

ICANN UA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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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Board IDN-UA working group。
UASG 是一個以社群為基礎的團隊，為非正式組織，致力於與
構建此領域的程式開發人員分享未來網際網路的願景。UASG 的主
要目標是幫助軟體開發人員與網站所有者，了解如何更新他們的系
統以跟上不斷發展的 IDN 域名系統。它的主要宗旨是普惠接受，期
望使下一個十億使用者能夠線上構建自己的網路空間及身分。
UASG 希望能結合並呼籲所有軟體開發商及使用者，提升有關 IDN
的意識，一方面指出問題，一方面也提出解決方案，以及創建與傳
播關於普惠接受 IDN 服務的最佳實務做法及一般推廣消息。
UASG 積極推動 UA 大使計畫（Ambassador Program），招募產
業領導人士及專家志願投入協助 UA 事宜之促進，亦推動 local
Initiative4地區性倡議計畫，鼓勵各地區成立地區性 UA 組織，並提
供協助及交流活動。UASG 有關 IDN 及 UA 之資源非常豐富5，包括
Information for Developers、Information for IT Leaders、Information for
UASG Members，詳情請參閱 https://uasg.tech/。

地區性 UA 推動之重要性
全球 IDN 及 UA 之推動與發展，過去一段時間進度仍然甚為遲
緩，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先進國家無推動 IDN 及 UA 之利益，另
一方面是非拉丁語系國家不甚積極或無力推動。理論上，UA 及 IDN
的發展可以增進全球網路內容與應用服務的多元化，同時提升地區
網路空間的自主能力，例如支援中文、阿拉伯文、俄文、泰文的 IDN
及 UA 環境，可以凸顯地區的自主性及文化多元性，表面上看來雖
4

5

Making Global Progress Towards an #Internet4All | Universal Acceptance Local
Initiatives. Universal Acceptance. 2020/10/29.
UAS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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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具急迫性與商業利益，但仍應積極推動。
近來中國積極參與 UASG 的大使計畫及申請成立地區倡議組
織，亟欲推動簡體中文的 IDN 及 UA 工作，我國亦應在繁體中文的
IDN 及 UA 方面積極參與，並制定相關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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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 出售計畫的發展與社群影響

文／國際瞭望
身為 ISOC 共同創辦人的網際網路之父 Vinton Cerf，針對近期
議論紛紛的.ORG 收購案，撰文提出其觀點。作者開宗明義表示其贊
成本項收購案，並提醒讀者.ORG 過去亦曾由 Network Solutions、
SAIC 和 VeriSign 等營利機構管理，長年下來，對於.ORG 品牌明顯
有益無害。
作者提到，當初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ISOC）為了接
管.ORG 而 建立的非 營 利註冊管 理 機構 PIR， 其首要目 標 為營
運.ORG，其次是透過 PIR 的盈餘支持 ISOC 運作，然而 PIR 投資於
改善.ORG 營運，甚至為非營利性社群創建新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均因
此受到限制。
此項交易若順利完成，ISOC 將可獲得高達一億美元可運用的資
金，且這筆收益完全不會影響域名價格的起伏。其次，PIR 一旦成為
營利機構，也可運用其利潤來投資創新，達到 ISOC 與 PIR 雙贏的
局面。
作者亦認為 Ethos 有充分的動機持續回應並照顧.ORG 使用者社
群的需求，例如：儘管 ICANN 已取消受理註冊機構的漲價限制，
Ethos 仍主動表示未來每年價格的調幅不會超過 1 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初是 Ethos 主動接觸 ISOC 表達收購意
願，ISOC 並未公告希望拋售 PIR。董事會及財務顧問也是在審視
Ethos 的提案後，才判斷此交易對 ISOC 有益。未來 Ethos 除了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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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域名漲價幅度之外，亦承諾將採取行動持續保護.ORG 域名使用
者的言論自由，甚至設立.ORG 社群專用的特別基金等。
基於上述分析，作者認為此項交易對於 ISOC、PIR、Ethos
及.ORG 社群都會是正確的選擇。
去（2019）年底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ISOC）宣布將
出售「.ORG 」註冊管理機構（Public Interest Registry，PIR）予私人
公司 Ethos Capital。針對此事，先前 ISOC 共同創辦人兼網際網路之
父 Vinton Cerf 亦撰文表示贊成本收購案。
然而，更多的是反對意見，例如美國參議員透過公開信件表達
諸多質疑，負責全球網域分配和網路運作的組織 ICANN 亦公告將
審慎審議此交易，今（2020）年 2 月 21 日 Ethos Capital 則表示將提
供「.ORG」網域價錢的漲價上限，讓使用此域名的組織無須擔心漲
價風險。
ISOC 執行長 Andrew Sullivan 則於 2 月 20 日撰文說明本次交易
中 4 點誤解。首先以 11 億多美元出售 PIR 並不會太高；第 2，這並
非 1 樁有大量借貸危機的槓桿收購；第 3，不公開招售的原因是為
了要穩定公司內部人才流動，保持公司的價值；最後，許多人將本
交易與 2002 年 ICANN 與 ISOC 簽約，將.ORG 註冊管理權交給對方
的歷史相提並論。然而，與當初.ORG 的註冊管理機構從 ICANN 變
更至 ISOC 轄下不同，本交易完成後，PIR 仍是.ORG 的註冊管理機
構，實質上並無任何變動。
此外，在 2002 年時只有少數幾個 gTLD，隨著 New gTLD 的蓬
勃發展，「.ORG 」的競爭者早已成千上萬。維持現狀並非是確保
「.ORG 」存活的最好方式，這次的交易縱有爭議之處，卻也是為
了網際網路和「.ORG 」的蓬勃發展，讓這些無價資源更上層樓的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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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支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和.ORG 註冊管理機構 PIR（Public
Interest Registry）於今（2020）年 1 月 17 日共同宣布，依據註冊管
理機構協議（Registry Agreement，RA）第 7.5(d)條之規定，協議
將.ORG 收購案的審查期延長 30 天至今年 2 月 17 日，然雙方於 3 月
18 日再次宣布，同意將審查期限再度延長至今年 4 月 20 日。
PIR 亦針對審查期限延長一事特別發表相關聲明，該聲明中提
到，PIR 在過去的一個月中積極與.ORG 社群進行廣泛的接觸，並參
與多個社群的討論，其中也包括 ICANN67 的公眾論壇，以及日前已
完成的公眾意見徵詢。.ORG 的新買主 Ethos Capital 亦承諾進一步
加 強 自 願 性 且 可 強 制 執 行 的 公 共 利 益 承 諾 （ Public Interest
Commitments，PIC）
，並將成立.ORG 管理委員會，展現其欲成為優
良域名管理者之意圖。
基於確保 ICANN 與加州總檢察長辦公室（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能有充分時間解決與本項交易案相關問題之考量，
ICANN 與 PIR 雙方協議將 ICANN 的審查期限截止日期再度延長至
4 月 20 日。
有關.ORG 出售對網路社群可能之影響，分述如下：

1. .ORG 頂級域名緣由及現況
Internet 創建後的商業化初期，Network Solutions 在 1993 年獲
得美國商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合約，管
理非政府頂級網域名稱（.ORG）註冊服務。1998 年 ICANN 成立，
2000 年 Verisign 公司收購 Network Solutions。為了繼續管理.COM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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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Verisign 於 2003 年與 ICANN 達成交易，放棄.ORG 域名的註
冊管理權。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 ISOC）自眾多競爭者中
脫穎而出，取得.ORG 的註冊管理權。為管理.ORG 營運業務，ISOC
成立非營利組織 PIR（Public Interest Registry），並由 PIR 與 ICANN
簽署註冊管理機構協議（registry agreement, RA）
，擔任.ORG 的註冊
管理機構。
有鑑於.ORG 的特殊性質，ICANN 與 PIR 當年簽訂的協議中原
規定每筆.ORG 域名註冊費用上限為美金$8.25，但此規定已於 2019
年 3 月 ICANN 與 PIR 更新 RA 後取消。根據現行合約，PIR 每年可
調漲 10%的註冊費用。

2. Ethos Capital 擬收購 PIR
2019 年 11 月 13 日，ISOC 宣布 PIR 執行長 Jon Nevett 和 ISOC
執行長 Andrew Sullivan 批准了 Ethos Capital 對 PIR 未揭露金額的收
購（後揭露為 11.35 億美元）1。然而，由於 PIR 與 ICANN 簽有 RA，
此交易仍需 ICANN 同意。
收購案消息一出，引起網路世界一片譁然。在許多人心目
中，.ORG 就是「非營利組織」的代名詞。如今.ORG 卻要被賣給 1
個從未聽過、收購前 3 個月才成立的私人募資公司，許多非營利團
體感到難以接受。網路倡議團體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隨即發起連署，反對 ISOC 將 PIR 賣給 Ethos Capital。
面對社群大力反彈，Sullivan 解釋2，2002 年 ISOC 競標到.ORG
時，合約中並無要求.ORG 必須由非營利組織營運。事實上，從 1993
1

2

Gonzalo Camarillo. The sale of PIR: The Internet Society Board Perspective.
Internet Society. 2019/12/03.
ISOC 執行長對 PIR 收購案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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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2003 年，.ORG 一直是由營利公司（Verisign）經營。他表示，
ISOC 之所以決定出售.ORG，部分原因是身為 PIR 的母機構，ISOC
在應對網路業界日新月異的商業突破上明顯能力不足。ISOC 認為，
若是以營利為目的之企業，將更有能力、企圖與資源，提升.ORG 註
冊管理機構的服務水準。

3. .ORG 出售對社群及註冊人之可能影響
・註冊費調漲
自.ORG 取消註冊費漲價限制後，域名持有者最普遍的擔憂，就
是註冊費用不堪負荷。不過，目前.ORG 域名的年度註冊費約為 10
美元，Ethos 也已承諾，未來平均每年不會將價格提高 10％以上。即
使是再小的非營利組織，每年 1 美元的成本增加應是輕如鴻毛。
另外，也有論點認為即使 Ethos 沒有主動做出承諾，市場力量
也將有效抑制.ORG 的漲價幅度。目前全球有超過一千個受理註冊機
構（registrars），消費者相當容易就能取得新域名，如果 Ethos 抬高
價格，將導致消費者捨棄.ORG，改註冊其他域名。

・註冊審查繁瑣
將非營利組織轉變為私人股權公司，可能會讓註冊申請審核的
程序變得更加繁瑣。ICANN 允許 PIR 創建「對第三方權利的保護」
（無需諮詢.ORG 社群即可單方面發展和實施權利保護機制的權力）
機制3，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即某些商業公司和政府將被允許以保

3

Statement of Request for Contract Prot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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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名義要求審查。

・背後不單純的利益糾結
如前所述，嶄新成立的私募股權公司 Ethos Capital4 收購 PIR，
自消息一出，便引發廣泛爭議。亦有網路文章揭發 Ethos Capital 與
ICANN 引人疑竇的關係：Ethos Capital 的域名是由 2012-2016 年間
擔任 ICANN 執行長的 Fadi Chehadé 在 2019 年 5 月 7 日註冊的，5
月 13 日 ICANN 做出開放價格控制的決定，5 月 14 日 Ethos Capital
成立。
Ethos 的公開網站上顯示該公司只有兩名員工，分別是執行長
Erik Brooks 和「目標長」
（Chief Purpose Officer）Nora Abusitta-Ouri。
Erik Brooks 2019 年才從另一個投資公司 ABRY Partners 離職，沒有
任何域名產業經驗；Nora Abusitta-Ouri 在 Fadi Chehadé 身為 ICANN
執行長期間，擔任 ICANN 的發展與公共責任部門資深副總，並在
Chehadé 卸任後跟他一起離開，任職於 Chehadé 隨後創辦的公司
Chehadé & Company。
因應此事件隨即設立的一個 KeyPointsAbout.org 網站 5 回應所
有.ORG 收購的各項疑問，但在 ICANN 網站中，去年針對此事件發
布的部落格文章下，仍有諸多 ICANN 社群成員以 ISOC 處理方式完
全不公開透明、交易明顯有內幕等原因，留言反對此案。

4
5

Ethos Capital
The Sale of .ORG Registry: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We Should Be Having，
https://www.keypointsabou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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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不信任呼籲，可能重創 ISOC 的形象
ISOC 董事曾公開向社群說明此一出售案的緣由與效益，但社群
批評 ISOC 在宣布脫售 PIR 前完全不露風聲，不只未徵求社群及註
冊人的意見，連 PIR 諮詢委員會都對此事一無所知。若 ISOC 執意
推動此交易，只是進一步破壞社群對 ISOC 的信任。

4.未來可能發展
再檢視一下整個發展時序如下：
・2019 年 11 月 13 日，ISOC 宣布將出售 PIR 予 Ethos Capital。
・2019 年 11 月 14 日，ICANN 正式收到 PIR 的交易通知。
・2019 年 12 月 9 日，ICANN 發信要求 PIR 提供更多交易資
料，包括.ORG 註冊管理後續營運規劃、擬議交易的性質、擬
議的新所有權結構將如何繼續遵守 ICANN 與 PIR 當前協議
條款，以及它們打算如何履行其諾言，以為超過 1,000 萬個
域名註冊為.ORG 的社群服務。
在信中，ICANN 也要求 ISOC 及 PIR6，希望對方同意三方之間
所有溝通都保持公開透明。ICANN 已經表示願意公告前述針對 PIR
的要求細項，以及 ICANN 審核此交易所涉及資料，包括 PIR 提出
的變更所有人要求、ICANN 回覆要求更多資料的信件與 PIR 之後的
回覆。
・ICANN 在獲得 PIR 首肯後，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告上述列
及內容（惟隱匿依法應保密之交易細節）7。
・2020 年 1 月 16 日，美國國會議員 Elizabeth Warren, Ron Wyden
6
7

Göran Marby and Maarten Botterman. .ORG Update. ICANN, 2019/12/09.
Update on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Public Interest Registry (PIR) by Ethos Capital

320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等 6 人聯名致函 ICANN 執行長及董事長8，反對出售 PIR 給
Ethos Capital9。
・2020 年 2 月 13 日，ICANN 董事長 Maarten Botterman 致函
ISOC 董事長 Gonzalo Camarillo，提出 18 個問題10請其答覆，
以協助 ICANN 審核是否核准此出售案。
原 ISOC、PIR、Ethos Capital 要求 ICANN 將其是否核准之檢視
時間延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但依近日之發展包括美國參眾議員的
致函阻止，以及 ICANN 再提出 18 個問題要求 ISOC 答覆之情形來
看，可能本案不會快速有結論，ICANN 與 PIR 雙方亦於 3 月 18 日
聯合宣布11，同意將.ORG 收購案的審查期限再度延長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此案後續發展仍靜待彼此來回之攻防及社群反對意見到底
有多強烈而定。
.ORG 收購案隨著加州總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 of California）
Xavier Becerra 4 月 15 日的緊急來函，迫使 ICANN 董事會再度擱置
原定的表決日期至今年 5 月 4 日。
總檢察長辦公室表示，本出售案值得所有人的關注：一旦理應
為非營利目的服務的.ORG 被賣給營利為目標的私人公司，.ORG 的
價格和意義都將受到損害。此外總檢察長辦公室也呼籲，ICANN 不
應同意.ORG 域名的控制權被移交給以追求利益為優先的私人公司。
其指出，加州政府相信網際網路應為所有人服務，而此案明顯將利
益放在眾人福祉之上，令人憂慮。此外，總檢察長也擔心，未來 PIR
將在經營壓力之下，不再為全球非營利社群服務，而開始以營利為

8
9
10
11

Warren et al to Marby-Botterman-Board-Jeffrey, 2020/01/16.
Warren-et-al-to-Marby-et-al-, 2020/01/16.
Mabotterman-to-Camarillo-, 2020/02/13.
https://www.keypointsabout.org/blog/pir-agrees-to-icann-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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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總檢察長信中強調，若私人公司 Ethos Capital 真的買下 PIR，
那過去 ICANN 將.ORG 註冊管理權託付給非營利組織 PIR，也就失
去意義。更危險的是，PIR 作為全球第二大的註冊管理機構，一旦交
到營利公司手上，未來成千上萬、仰賴.ORG 域名的非營利組織與團
體，將可能淪為這個企業榨取金錢的肥羊。
ICANN 董事會最終於美國時間 2020 年 4 月 30 日發布公告，宣
布否決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ISOC）將.ORG 註冊管理機
構 Public Interest Registry（PIR）售予 Ethos Capital 一案。
本公告由 ICANN 董事長 Maarten Botterman 發表，文中首先強
調 ICANN 的責任是確保網路單一識別碼系統（unique identifier
system）運作的安全及穩定。董事會的責任是基於 ICANN 組織章程
細則及政策，審慎考量包括全球公共利益、多方利害關係社群等所
有因素後，做出正確的決定，即使這決定無法讓所有人都滿意。
在收到 PIR 要求移轉管理權的提案後，ICANN 盡力周延並慎重
地審核了所有相關資料，包括銷售案結構及財務細節、Ethos Capital
的資金來源、涉入對象、美國賓州官方權責、收購方的營運技術能
力及財務來源；未來受 Ethos Capital 管轄，以營利為主的 PIR 將如
何回應非商業社群的需求；.ORG 社群期間就此案對 PIR 及 ISOC 提
出的反饋，都是董事會審視此案的重要參考資料。
Botterman 指出，董事會面臨的狀況非常特殊且複雜：此決定涉
及全球最大的註冊管理機構之一，可能受影響的域名更高達一千萬
以上。研議之後，董事會認為比起容許世界第 3 大 gTLD 註冊管理
機構前途未卜，拒絕此銷售案更能保全全球公共利益。此決定背後
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點：
・若此案成立，PIR 以公共利益為根基的性質將轉變為服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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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股東，而收購方至今未能提出持續保護、服務.ORG 社群的
實質方案。
・此案提議的簽約對象，和 ICANN 過去締約的 ISOC 完全不
同；後者是一個歷史悠久、具使命的非營利機構，營運.ORG
註冊管理機構近 20 年，而且.ORG 社群在 ISOC 的非營利性
質及使命下，將獲得充分保護。
・此案將讓 PIR 背上 36 億美金的債務，進而迫使 PIR 僅為企
業股東的利益服務。這個撼動 PIR 非營利本質的轉換，令人
質疑未來.ORG 社群是否能受到相同的保護。
・其他如「監管理事會是否能順利運作」、「PIR 轉為營利性質
以執行新商業企劃的必要」等，都是影響 PIR 及.ORG 社群
未來的不確定因素。
・根據此案，未來若.ORG 與新的註冊管理機構之間有任何爭
端，ICANN 必須負責處理相關衍生問題。
最後，Botterman 表示，此決議受董事會全體支持。在完整的盡
職調查及深入透徹地討論後，董事會相信他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縱使這個結果可能讓某些人失望，董事會仍希望所有人繼續以.ORG
社群的福祉為目標，為探索更好的未來共同努力。
本文綜合多篇文章，參考資料分見：https://medium.com/@vint_4444/astronger-future-for-org-and-the-internet-52002a8268cf；The Internet Society
& Public Interest Registry: A New Era of Opportunity；The Register；
https://www.icann.org/news/blog/icann-board-withholds-consent-for-achange-of-control-of-the-public-interest-registry-p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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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ing.com 商標註冊案的爭議

文／國際瞭望
線上訂房網站 Booking.com 一直想註冊公司名稱「Booking.com」
為專有商標。美國專利商標辦公室（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PTO）雖然用「Booking 和.com 兩個常見名詞的組合不夠特殊，不構
成保護專利」的理由否決此申請，但 Booking.com 選擇繼續上訴，
並在去（2019）年於地方法院勝訴。
不服地方法院的判決，PTO 也選擇繼續上訴，此案已於今（2020）
年 3 月 23 日經由最高法院審理，由法院判決來決定通用頂級域名
（如.com）和常見名詞（如 Booking）的組合是否足以構成商標，而
網路倡議組織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
宣稱，Booking.com 若勝訴，將會是網路世界不樂見的噩耗。
為了協助 PTO 打贏這場官司，EFF 特地製作並提交法院 1 份簡
報資料，其中詳列反對 Booking.com 申請商標的理由。EFF 指出，
光是官網域名和公司名稱完全相同這點，就已讓 Bookings.com 占有
巨大優勢。EFF 更引用.com 註冊管理機構 Verisign 2015 年分析報
告，強調雖然當代網路使用者比起輸入域名更偏好搜尋引擎，但研
究顯示搜尋結果的域名若含有搜尋關鍵字，點擊數量會是沒有關鍵
字的兩倍。
Booking.com 現在已握有 Booking 的頂級域名，若讓他們取得
Booking.com 的商標權，EFF 擔心，他們可能趁勢申請並獨占其他常
見與 Booking 類似的域名，進而不合理地排擠競爭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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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Booking.com 則強調他們針對目標客群的調查顯示，
有 74.8%的潛在顧客認為 Booking.com 是品牌，並認為這樣的調查
結果便足以讓他們取得勝訴。
然而，通用名詞不能註冊成商標，應該算一般人都有的法律常
識。但是，如果是兩個通用名詞加在一起呢？
線上訂房網站 Booking.com 的商標註冊案在互不退讓的法律攻
防下，已提到美國最高法院。依往例，最高法院的聽審不開放錄音
或錄影；但時局特殊，因應疫情出現的社交距離、禁止外出等國家
禁令，導致本次聽審必須以線上方式進行。法官們也因此決定全程
開放聽審過程，創下歷史先例。
包括 Advertising.com、Hotels.com、Mattress.com 等企業都嘗試
過申請商標，但這些試圖也都以失敗告終。PTO 堅持，若類似申請
成功，將會「嚴重危害反競爭法」。
除此之外，很多人也擔心，若 Booking.com 取得商標，該企業
會趁勢申請並獨占其他常見與 Booking 類似的域名，更甚者，會利
用其商標權控告其他類似域名，藉此取得不正當的競爭優勢。
Booking.com 的律師認為這些憂慮是空穴來風。他們反而指出，
Booking.com 一日無法成為商標，Booking.com 就一日無法保護客戶
免於被其他冒名網站詐騙的風險。
目前法官尚未就本案做出結論。根據聽審中的討論，法官似乎
希望找出介於「完全禁止」和「完全開放」的中間做法。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register.co.uk/2020/05/06/booking_supreme_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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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護域名安全

文／國際瞭望
ICANN 的註冊程序經理 Brian Gutterman 於今（2020）年 4 月
30 日在官方部落格發表文章，向域名註冊人介紹保護域名安全的注
意事項。此篇文章為「您持有域名嗎？您需要知道這些事」系列第
６篇撰文，主題為：識別網路釣魚詐騙、DNSSEC 簽章及其他保護
域名的技巧。文中提供 5 項防護重點。

1.提防看似來自 ICANN 的網路釣魚詐騙及電子郵件
假冒的電子郵件可能會使用 ICANN 的名義和標誌，通知您的
域名註冊資料需要更新，且必須支付某些費用才能繼續使用域名，
誘使收件人回覆信件、撥打電話、點擊信中的惡意連結，或是開啟
包含惡意程式的附件，進而竊取您的個人資料。Gutterman 提醒讀者，
ICANN「不會」直接向域名註冊人發送有關域名管理的電子郵件，
也「不會」要求註冊人支付任何費用。

2.保護自己和域名
ICANN 並未直接對一般域名註冊人提供域名管理服務或註冊
服務，若您收到任何可疑的電子郵件，可以先查閱 ICANN 部落格的
「收到可疑的 ICANN 電子郵件該怎麼辦?」文章說明，並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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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support@icann.org，提供 ICANN 查證。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對
於持有域名的狀態有任何疑問，應直接與您的受理註冊機構聯繫。

3.額外保護措施
域名註冊人可採取的安全防護措施還包括：僅向 ICANN 核
可的受理註冊機構註冊域名，並為您的域名設置「域名鎖」
（registrar lock）
，防止域名被移轉或刪除；此外，您個人使用的電腦
務必要設定強度較高的密碼，且每次登入至域名註冊帳戶時，均須
留意是否使用 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加密方式的 HTTPS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傳輸協定，避免通訊資料遭有
心人士攔截。

4.使用 DNSSEC 簽署您的 DNS 區域
「 域 名 系 統 安 全 擴 充 功 能 」（ 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 DNSSEC）可降低攻擊者竄改 DNS 查詢回應的機會，只
要在您的域名區域資料（domain’s zone data）中建立 DNSSEC 數位
簽章，即有助於造訪您網站的使用者確保 DNS 回傳的回應未被中途
變造。

5.始終保持積極主動
每一位域名註冊人都是打擊域名濫用的重要參與者，ICANN 鼓
勵大家在安全與負責的管理域名之同時，隨時保持警惕與積極主動，
並於 ICANN 社群中發揮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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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s://www.icann.org/news/blog/do-you-have-a-domain-name-here-swhat-you-need-to-know-part-6

328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

國際瞭望專案簡介

政府近年來推動資通訊政策不遺餘力，例如雲端運算、大數據、
新世代無線寬頻等先進技術。除了投入大量資源發展資通訊軟硬體
外、政府也相當關切全球網際網路資訊架構的發展，尤其是網際網
路關鍵功能的管理機制。
全球網際網路治理機構例如 ICANN、APNIC、IETF 或是網際
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長期主導全球網路關鍵性資源，其政策
方向對於未來數位生活型態與各國數位資源的分配有重要影響。因
此各國皆非常重視網際網路治理機制的發展。
網際網路技術日新月異，IETF 累積的技術規範對專業人員已經
是一大挑戰。網路資源歸屬不同網路機構管理，其政策規範更新與
累積的速度也是不遑多讓。如此對多數民眾而言，要瞭解網際網路
治理機制並不是容易的事。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作為網路服務與技術的溝通交流平台，在國
內外網路組織與社群間扮演橋樑角色。為進一步落實發揮此平台功
能，於是推動「國際瞭望」專案，將國際網際網路組織及社群發布
的重要訊息，針對網路政策、技術、治理及趨勢發展等多元面向的
探討，提供國內網路組織、社群以及一般民眾瞭解國際網際網路趨
勢發展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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