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至 107 年 12 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合計
1.通訊傳播雙邊交流合作相關 (4)：本會詹主委受邀出席本項 PTS 舉辦之
會議-出席瑞典郵政及電信 雙邊會議，與歐盟 BEREC 2018 副主席暨愛
總局(PTS)舉辦之「寬頻大 爾蘭通訊管理委員會委員 Jeremy Godfrey、
未來-數位化社會的信賴基 墨西哥聯邦電信局（IFT）委員 Javier Juárez
礎 (Broadband for all- a Mojica、瑞典、加拿大、斯洛維尼亞等官員，
trusted
base
for
the 交換 5G 及物聯網、資安等意見並分享我國
digitalization
of
our 行動寬頻發展經驗。
societies)」國際會議
2.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機 (4)：2018 年 ICANN 第 2 次會議及 GAC 相
構（ICANN 2）會議
關會議，討論 GDPR、新 WHOIS 系統方案、
域名釋出及 Root server KSK 密鑰更換等議
題，本會同仁並於會議期間與 ICANN 董事
Mr. Maarten Botterman 及 Mr. Akinori
Maemura 交流意見。
3.出席「LINE CONFERENCE (4)：LINE 在世界各國已跨領域蓬勃發展，
2018」年度策略大會
本會同仁出席會議聽取該公司娛樂媒體、人
工智慧與金融等策略方案、區塊鏈建構及
LINE 代幣經濟等發展規劃，並與該公司代
表交流我國「電信管理法」及「數位通訊傳
播法」草案相關規範，掌握跨太平洋夥伴全
面進步協定 CPTPP 涉及通訊傳播服務業發
展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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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3,153
264

250

114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4. GSMA 行動 360 系列–數
位化社會(Mobile 360
Series–Digital Societies
2018)國際會議
5.出席國際廣播電視大會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Convention,IBC)研討會

(4)：本會鄧委員應邀赴泰國曼谷出席本項國
際會議，與各國代表交流討論亞太地區數位
化社會轉型挑戰法規及政策、跨境資料流
通、電子商務等議題。
(4)：IBC 研討會議程包含 BBC、CNN、半
島 電視台、 Discovery、Netflix 、 Google、
Youtube 等媒體網路巨擘高層分享傳統影視
廣播新聞產業、廣告業、新創事業、娛樂媒
體、個資保護，因應數位匯流等議題，與
WTO 通訊傳播服務業談判相關，本會同仁
藉由會議掌握國際趨勢。
6.不請自來通訊執法網路組織 (4)：本次 UCENet 會議併與「訊息、惡意軟
國際會議(Unsolicited
體 和 手 機 反 濫 用 工 作 小 組 （ Messaging,
Communications
Malware and Mobile Anti-Abuse Working
Enforcement Network ,
Group，M3AAWG）」舉辦年會，討論垃圾
UCENet)
郵件、電子訊息、資安趨勢及相關法制發展
政策等主題，與各國跨國合作之主要機關建
立聯繫資訊。
7.國際傳播協會（IIC）年會及 (4)：本會詹主委出席會議，於監理者論壇演
其管制者論壇（IRF）
講「OTT 監理議題」及於人工智慧工作坊簡
報，討論數位監理、跨境資訊流通、網路中
立與安全、假訊息、OTT 規管等，與全球通
傳產業管制者及決策者挑戰數位經濟新契
機。
8.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機 (4)：2018 年 ICANN 第 3 次會議討論有關
構（ICANN 3）會議
GDPR、新 WHOIS 系統方案、域名釋出等
議題，本會同仁並出席高階政府官員會議
（HLGM）
，與 ICANN APAC 副總 Jia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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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41

369

269 UCENe 原名：倫敦行動計畫等防
制垃圾郵件國際相關會議

443

322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ICANN 董 事 Harald TveitAlvestrand 及
ICANN RSSAC 委員 Fred Backer 交流。
9. 2018 亞太網路安全高峰會 (4)：臉書已成為各國民眾重要社交平台，平
台上相關議題發展值得注意；本會應臉書
(FB)邀請赴新加坡參加「2018 亞太網路安全
高峰會」，關注兒少上網安全議題，探討亞
太地區各國之推動經驗。
10. 2018 年國際共同準則研討 (4)：ICCC 研討會討論主題包括共同準則趨
會（International Common 勢及期程規劃、相關產品防護剖繪研析、各
Criteria Conference, ICCC）國安全產品審驗制度發展近況及歐盟網路
安全法草案等議題。
11.國際傳播協會（IIC）加拿 (4)：本會應加拿大廣播電視及通訊委員會
大分會年度大會（IIC
（CRTC）邀請，由郭委員率團出席本項年
Canada's annual
會暨雙邊交流會議，參與「全球環境中監理
conference）」暨雙邊交流 的 現 實 面 論 壇 （ the ground realities of
regulation in a global environment）」與談，探
討監理規範未預期的結果、OTT 監理議題，
以及全球環境中內容自製率要求的困難。
12.北美物聯網技術博覽會」 (4)：本會同仁參與物聯網（IoT Tech Expo
North America）主題研討會，瞭解物聯網發
（IoT Tech Expo North
America）
展、物聯網創新與科技、人工智慧與物聯網
資料分析、智慧建築，物聯網無線技術發展
等需求。
13.韓國放送通訊審議委員會 (4)：本會代表出席會議探討網路性暴力防制
（KCSC）2018 年國際圓 議題並簡報「數位性暴力現況及對策」，與
桌論壇
各國人士分享台灣因應做法，參訪
Community Media Foundation(CMF)附設仁
川媒體中心媒體識讀、媒體近用推廣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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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64

119

294

295

73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並拜會 KCSC 了解網路內容監管與選舉廣電
審議委員會運作情形。
14.全球網路安全機會與挑戰 (4)：本次會議由國際電信協會(ITS)舉辦，討
研討會(Global Cyber
論網路資安防護與個資保護、大型災害之個
Security Opportunities and 資與大數據處理、個資與經濟犯罪類型等，
Challenges Conference)
與 WTO 通訊傳播服務業談判相關，本會同
仁出席會議可掌握相關發展趨勢。

備註

136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
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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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至 107 年 12 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合計
1.2018 世界行動通信( GSMA) (4)：本項會議主題為 5G 網路服務、數位消
上海會議
費者、人工智能應用內容與媒體、第 4 次工
業革命、未來服務提供者、技術與社會、創
新等，本會代表與各國討論產業鏈、IoT、
網路細分化、資料保護及隱私、eSIM 等相
關議題。

607
100

2. Capacity Asia 2018 會議

172

(4)：出席本項會議，討論包括 OTT 發展策
略、國際市場趨勢與投資機會、海纜佈建、
雲端、物聯網、資訊安全、5G 應用等推動
我國數位經濟相關議題，有助於本會瞭解產
業國際趨勢。

3. 亞 洲 影 視 產 業 協 會 (Asia (4)：本會洪貞玲委員及陳耀祥委員率團出席
Video Industry Association, AVIA 會議，議程包括串流媒體盜版、跨國
AVIA)
犯罪、非法影音串流 APP、非法多媒體機上
盒、線上假訊息及其廣電業者的影響、線上
影視產業(OTT)的低度管制架構等議題進行
交流。

335 AVIA 107 年 8 月 6 日組織更名，
原名：亞洲有線暨衛星電視廣播
協會年會及監理者圓桌會議
(CASBAA)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赴大陸地區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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