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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ICANN公共政策研習營」活動簡章 

 

一、 目的： 

  為鞏固學員對網路基礎建設、ICANN 及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知

識，並進一步激發學員參與全球域名政策制定及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的興

趣。透過講師授課、分組討論，及實際進行 ICANN模擬會議等方式，讓學

員可扮演 ICANN 社群內不同的多方利害關係團體代表，並且從討論過程中

了解不同團體的立場，實際體會達成共識決議的困難與珍貴。 

二、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交通部。 

2.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NII）。 

三、 課程對象： 

  未滿 35 歲且具備以下條件的大專青年及社會各界人士 (政府部門、企

業、學研單位、公民團體等) 踴躍報名。 

 對網路公共政策有興趣，且 

 樂於參與網路政策議題討論，且 

 具備一定英文程度 (部分課程以英文授課，現場不提供口譯) 

四、 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至 111 年 5 月 20 日截止報名。 

2. 請至活動網站（https://dnslearn.tw/icanncamp-home）進行線上報名。 

五、 課程說明： 

1. 本研習課程規劃為線上課程加上 2天實體課程。 

2. 課程內容包括講師線上課程（約 2 小時）、課前預習（約 4 小時）、課

間作業以及 2 天的實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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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體課程將讓學員進行實際演練、分享並確認學習成果。 

⚫ 課程地點： 

✓ IEAT會議中心 9樓 901 教室（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臺

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交通資訊請詳活動網站資訊。 

 

六、 課程規劃： 

時間 線上課程 

6 月 

*需於6/27前交付上

課證明 

ICANN Learn 指定課程 

• 204.1 A Brief History of ICANN 

• 102.1 Introduction to ICANN 

• 500.1 Policy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 602.1 DNS Fundamentals 

6/28（二） 

12:00-13:00 

SO/AC介紹 

• GAC：林茂雄 副司長（交通部郵電司） 

• ccNSO：呂愛琴 總工程師（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 ASO：詹婷怡 副理事長（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 

6/30（四） 

12:00-13:00 

多方利害關係團體介紹 

• GNSO：Tomslin Samme-Nlar, Vice-chair of GNSO Council 

• ALAC：Maureen Hilyard, ALAC Chair 

時間 實體課程 Day1（7/2） 實體課程 Day2（7/3） 

09:10 – 09:30 報到 報到 

09:30 – 10:30 

大師專講： 

The becoming of ICANN: 

how it started and what 

challenges await 

Kathy Kleinman 

模擬會議準備 

10:30 – 10:50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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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 12:00 
專家短講 

分享研究主題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4:00 
開幕式 

學員自我介紹 

ICANN模擬會議 

14:00 - 16:20 

ICANN熱門議題 

•IDN & Universal 

Acceptance (Edmon 

Chung, member of 

ICANN Board) 

•New gTLD SubPro（大點

數據科技有限公司 喬

敬執行長） 

•RDS/Data Protection（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 黃禎

慶股長） 

•IGO Protection（經濟部智

慧局 陳宏杰高審） 

16:20 - 17:00 模擬會議準備/作業討論 未來參與機會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更改權利，若有變動以網站公告為主。 

七、 學員義務 

1. 繳交「出席保證書」： 為避免浪費學習資源，參加學員須填寫 「出

席保證書」（未滿 20 歲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於 2022 年 6

月 24 日 17:00 前 E-mail主辦單位。 

2. 完成線上指定課程：參加學員須自行完成 ICANN Learn 課程並於

2022年 6 月 27日 12:00前回傳上課證明。  

3. 凡報名參加即表示同意遵守活動各項規定與紀律秩序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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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交通與住宿補助 

  本研習營提供宜花東及新竹以南學員（全程參與課程者）下列補助： 

1. 交通補助：限大眾長途運輸工具一次往返，大眾運輸工具含客運、臺

鐵和高鐵（僅補助標準車廂），需持票根實報實銷。 

2. 住宿補助：主辦單位補助 7/2（六）單人房住宿一晚，補助上限為新

臺幣$ 2,000元整。（住宿費收據需開立執行單位統編 / 抬頭） 

九、 結訓獎勵 

1. 全程參與之學員，將獲頒結業證書，以及新臺幣 3,000 元整獎學金。

（公務人員可獲得學習時數。） 

2. 執行單位將選出 2名優秀學員，除可獲得上述結訓獎學金之外，依執

行單位安排完成以下任務，並有機會再獲獎學金。 

⚫ ICANN 75 年度大會若採實體方式舉行，且我國指派代表團出國

與會，將提供有意願參與實體會議的優秀學員出國差旅費。 

⚫ 完成 ICANN 75 會議（線上或實體）指定議程之參與，並撰寫 2

篇會議摘要，可獲頒獎學金新臺幣 5,000 元。 

⚫ 參加 ICANN 75 會議期間（線上或實體），於會議中發言（不含

聊天室文字發言），可獲頒新臺幣 2,000 元。 

⚫ 申請其他 ICANN 或網路治理相關輔導計畫，如 ICANN 亞太網

路治理學院  (Asia Pacific Internet Governance Academy，

APIGA)、ICANN75會議的英才計畫 (Fellowship) 或下世代計畫 

(NextGen) ，倘順利申請錄取，可獲頒新臺幣 5,000元。 

十、 其他事項說明： 

1. 本研習營為免費活動，2 天實體課程將供應午餐及點心。 

2.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進入課程場地時，請配合工作人員量測體溫，並

使用酒精消毒；分組討論及模擬會議進行時，應全程配戴口罩（請自

備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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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研習營相關防疫措施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做滾動式調

整，並同時公告在本網站上或另行以 E-mail方式通知參加學員。 

十一、 免責聲明 

1. 本活動辦法如有異動，依活動網站最新消息公布為準，且執行單位保

有最終解釋權與活動更改的權利。 

2. 執行單位除依公布內容提供培訓課程外，對任何人與事由不負任何義

務或責任。 

十二、 課程聯絡窗口： 

TEL：(02)2508-2353 分機 125 楊小姐 

E-Mail：service-1@ni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