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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治理面臨之挑戰與課題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如何在不損及下列知識經濟特質之前提下，包括：

－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網路效應
－正向回饋
－需求面規模經濟
－範疇經濟(economy of scope)

 能夠確保下列有關消費者體驗(consumer experience, CX)與社會大眾權益事項，包括：
－資訊安全
－個人隱私
－公平競爭
－智慧財產權
－網路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

 在資料革命與人工智能時代，達成智慧揭露(smart disclosure)之決策要件。
 這也是傳統實體經濟治理法則與數據經濟治理法則，最大之差異所在！
 資料治理的層次與步驟，包括：願景、使命、目標、策略、法制、管理、技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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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黑人二人組的喬丹利用AI科技假冒歐巴馬，
讓歐巴馬狂講幹話
發佈日期：2018年4月19日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真的說過這些話嗎？
發佈日期：2017年7月28日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kaWRTDeGOs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oUKR-Oh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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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原始資料全揭露！「韓流」怎麼造出來的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3610資料來源： 5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3610


楔子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資料來源：刷流量买微博热搜,揭秘演艺圈天价片酬背后的灰色流量产业链
http://www.521cz.com/huisedemimi/shualiuliangmairesou.html 6



楔子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資料來源：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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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資料來源：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官網

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成果發表
再生能源大數據開放資料平台介紹

再生能源大數據 開放資料平台(太陽能源開放資料約150萬筆）

再生能源發電大數據分析範例展示一

再生能源發電大數據分析範例展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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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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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政府是各種巨量資料的持有者，也是資料治理政策的規劃者與執行者，對於如何將物聯網與

大數據時代的各種不同屬性之資料，加以分門別類妥適規範，並透過公司夥伴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予以有效運用，創造有關數據產業(data industry)與資料科學應用之

附加價值，產生創新經濟的正向動能，謀求整體社會最大的福祉，實為當務之急，更屬責無

旁貸。

 資料治理可說是當代公共政策與企業策略管理之顯學。

 資料治理是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在物聯網大數據時代，讓所有的相關決策者(包括政府、

企業、非營利組織、家庭、個人)均能藉由資料的智慧揭露(smart disclosure)，自行或委託

第三方達成相對較佳的決策與選擇。

 資料治理與智慧揭露需要有一套優良的管理制度，明確區分開放資料與個人隱私的界線，讓

機器能讀取這些資料的同時，亦能夠確保個人隱私權，方能真正有助於消費者進行聰明之抉

擇(smart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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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美國首先於2011年7月25日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Committee on Technology)成立「智慧揭露工作小組: 消

費者市場資訊與效率(The Task Force on Smart Disclosure: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in Consumer Markets (TFSD)」。

 2012年11月30日完成有關智慧揭露的研究報告，探討了可能影響智慧揭露之可

行性與有效性的各面向關鍵要素，包括: 提出的最當前的最佳實務做法、數據

揭露的技術面課題、法制面課題、隱私問題、成本與效益面向等議題。

 智慧揭露之核心概念為: 在對的時間，即時發布複雜且標準化之機器可讀資料

(machine readable data)，使消費者和創客(makers)藉此構建選擇引擎

(choice engine)，幫助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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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資料來源：USA, 2013；楊梓萱(2015)整理

表1 美國政府之智慧揭露推動方針
 2013年5月美國白宮首度發表「智慧揭露與消費者決

策(Smart Disclosure and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USA, 2013)的報告中，提到資訊必須要

適度並聰明地揭露。若資訊未經妥善處理，消費者

的隱私很可能被侵犯。

 美國政府之智慧揭露推動方針可參見表1。而進一步

的目標即是將資料，特別是個人資料(My Data)授權

予第三方再創附加價值，進而成為新經濟之創新產

業動能。目前，全球將近100個國家與地區正積極推

動開放資料(open data)。

 擅用資料的國家與經濟體，多能藉由開放資料之運

用，產生大數據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或經濟效益，進

而帶動經濟成長與產業轉型或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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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大數據的核心價值來自於跨領域跨部門的資料融合(data fusion)與整合應用，
往往能夠產生新創公司(start-up company)與產業創新生態系(Innovation 
Ecosystem)。

 數據經濟並不會有實體經濟所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或產能過剩問題，符合綠色
經濟、循環經濟及永續發展的要件。

 人工智慧創新與應用，亦是當前各國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的動力來源。而人工
智慧的先決條件需賴有大數據，以作為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或深度學
習(deep learning)的來源。其中，開放資料正是大數據不可或缺的一環。

 建置開放資料之大數據倉儲，乃是人工智慧時代創新營運模式最核心工作之一。

 「將資料開放予社會大眾自由存取及運用」。開放資料的內涵多屬民生經濟攸
關，涉及社會公眾利益的數據。而開放應用程式開發介面(Ope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能吸引到眾多的開發者加入創新應用的行列，就會
形成創新生態系，因此開放資料已成為各種網路應用程式發展的基石。

15



國際案例探討(一)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歐盟力促科研究論文開放資料：

 2018年9月4日，法國、英國、荷蘭等11個歐盟國家，發起論文開放的「S計畫(S 

Plan)」。這項計畫規定自2020年起，科學家或科學研究計畫若接受政府資助，

其研究成果就必須提供開放獲取(Open Access)，只能發表在免費閱覽的刊物或

網站，且刊登後任何人都可立即免費閱讀、取得(能被下載)及再利用。

為何這些國家不惜對學術出版投下震撼彈，要降低科學研發資訊的取得門檻？

 理由是：根據圖一統計全球只有不到五分之一新發表的論文，可藉由開放獲取

(open access)之途徑免費自由閱讀。事實上，全球各國大學或研究機構均需常

年向各學科出版界巨頭們支付高額之訂閲費用，才能讓學者專家、研究人員或學

生們獲得出版商掌控的各種學術期刊之閲覽權與使用權。
16



國際案例探討(一)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歐盟力促科學研究論文開放資料：

 這些論文都是由研究人員所撰寫，並且經由
同儕相互評審，據以修正後發表的成果。但
出版商卻以相對高額收費門檻，將經濟條件
有限的研究者(尤其學生與一般大眾)拒之門
外，於是催生了此一學術界的開放獲取
(Open Access)運動。

 「S 計劃」於2018年9月4日公佈的序言中指
稱:「科學不應該被封鎖在收費牆之後」、
「收費門檻不僅阻礙了科學事業本身，也為
更多想要獲取研究成果的公眾設置了障礙」。

 「S 計劃」中的「S」字義為代表，
包括: 科學(science)、速度
(speed)、解決方案(solution)、

 震撼(shock)。 圖一 現階段學術期刊論文付費訂閱、開放獲取及混合期刊市場結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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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探討(一)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歐盟力促科研究論文開放資料：

 「S 計劃」將規範歐洲11 個研究資助機構加以遵循。

 預計從2020年起，凡是受其資助的科學家，必須在論文發表後，使其可以免費被閱讀瀏覽。同

時這些論文將可被自由出版，允許任何人免費下載、翻譯或以其它方式重複使用。

 2018年9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的會議上達成一項共識：除非有知識產權、安全或隱私等理由，

將力爭開放所有歐盟成員國官方參與資助的科學研究論文，供大眾免費查閱。

 美國太空總署(NASA)也接續發布聲明，宣布會在一年內將使用NASA基金進行研究的科研成果，

上傳到資料庫 - PubSpace，提供大眾「免費」下載及查閱。

 「科學的目標，並不是科學本身，而是跟藝術一樣 ─ 只有被人看見的時候才是藝術，知識也

必須透過分享，才能被成就。(Science is not a goal in itself. Just as art is only art 

once it is seen, knowledge only becomes knowledge once it is shared.)」

- 桑德．戴克(Sander De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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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探討(一)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歐盟力促科研究論文開放資料：

 政府之開放資料具有公共財的特質，無敵對性(non-rivalry)、無排他性(non-exclusiveness)，

對數據產業資料分析與應用者來說是「零成本資料」，其經濟意涵係指投入的生產原料(網路上

的免費自由下載開放資料)對使用者的邊際成本接近於零。

 例一：許多研究生碩士論文(如黃凱渝,2016)利用網路上的台灣政府ETC公開資料，免費下載之後，

透過機器學習演算法之訓練與測試，即可精準預測車輛在高速公路上從甲地到乙地所需的時間，

有助於民眾出門旅行的時間規劃。

 例二：研究生利用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的機器學習巨量資料庫(UCl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不再需要任何經費進行市場問卷調查，即可完成資料探勘與論文發表。

 歐盟力促開放研究論文，供社會大眾免費自由瀏覽下載運用，正如同上述之論述，譲開放資料使

用者以邊際成本，複製成本為零的方式，激勵研發創新與資料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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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探討(二)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政府薪資開放資料案例：

 國際上最早開始明文推動開放資料的是英國。2012年英國政府所發布的「開放資料白皮書」，特

別指出：「資料是新的原物料，可以產生知識、優化決策、促進創新，產生社會與經濟價值。」

 公共媒體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在政府要求透明支出的情形下，公開內部高階主管之薪資名單，

曝露出巨大的性別薪資差距。年薪超過 15 萬英鎊(折合新台幣約 589 萬)的主持人有三分之二

是男性，引起民眾強烈反彈。然而，其他私人企業中有更多隱形的薪資差距。

 在挪威，每個人的薪資則非秘密資訊。一般公民的薪水、財產以及每年繳納的稅額都是公開透明

的，任何人皆可具名在網路上查閱。儘管如此，統計顯示 92% 的挪威人並不會去查其他人的收

入及繳稅額。

 除了因為現行查詢系統禁止匿名查詢之外，也歸功於挪威薪資差距極低，勞工背後有集體協議，

幾乎不用查就知道自己的同事薪資為何。統計資料顯示，挪威在性別同工同酬的表現上，名列世

界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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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探討(二)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政府薪資開放資料案例：

 美國加州也有「透明加州(Transparent California)」網站，由第三方機構公佈每一位政府官員

與員工之薪資數據開放資料。任何人都可以上網查詢，包括薪資與每年繳納的稅額。而且每年度

的數據會在10月份予以更新。

 政府開放資料的薪資與稅額透明制度，可增加公眾對政府稅收與社會保險(如國民年金、全民健

康保險等)的信心。

 瑞士因其保密金融資訊而聞名，民眾也都傾向不談論薪資。但其國內工會所組成的「瑞士工會貿

易聯盟」自2018年8月發起薪資透明化的「秀收入」活動，試圖透過民眾自發上網分享自拍和薪

資，打破瑞士討論薪資的禁忌，也希望藉此引起各界更加關注薪資歧視問題。

 薪資公開的優點與缺點，可論述如下：在私人企業是可以帶來正面效益的，因為一般員工往往會

高估上司及下屬的薪資。薪資透明化之後，員工可因為互相了解彼此的待遇，更注重每個人的工

作表現。

 公開資料可降低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 )，進而促進公平競爭。
21



國際案例探討(三)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UBER Movement 開放資料運動案例：

 私人企業Uber 於2017年1 月9 日推出“Uber Movement”以網站形式公開Uber所收集之大數據資料。

 藉由分析這些長時間累積的大量行程數據，能夠有效地評估在不同地點間移動所需花費的時間。

 資料為24小時不間斷的收集旅程訊息，所以能比較不同時段、一天、一週亦或是整年的交通狀況以

及城市內大型活動、道路關閉等事件對交通的影響。

 這些去識別化的資訊是按照同類型地理區域做分類彙整，彙整分析所得到的結論進一步協助整合公

車即時時刻、路程規劃與倒數系統。

 有助於城市整體的節能減碳與永續發展，降低整體社會成本，也同時善盡私部門之社會責任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Uber Movement 的數據與服務曾用來印證「大型城市的公共運輸工具停擺後，於當地造成的交通狀

況」。- 2016 年三月十六日，華盛頓DC進行了全地鐵線暫停運作的維護日，此一地鐵停擺重大城

市事件，UBER資料記錄了人們運輸行為改變，進而可建立預測各項事件發生時之交通模型與受影響

程度之模擬，及早發展應對措施。 22



國際案例探討(三)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UBER Movement 開放資料運動案例：

 UBER Movement 開放資料運動提供城市建立出區

域內的交通運輸模型，並且有重要的公益面向，

除了能幫助政府改善現有的運輸設施，或是該如

何投資未來的運輸建設，提供城市運輸更有效率

方案。

 UBER Movement從字面上看其實有兩種意涵屬於

雙關語，第一層意涵是指UBER車輛透過GPS移動

的軌跡相關的資訊，第二層意涵是UBER帶動了資

料開放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也就是說UBER開放

的資料試圖在私人企業的股東權益與一般民眾的

公共利益之間找尋出一個平衡點。

 私人或企業將私有資料公開後，轉化為有價值之

資料公共財。 圖二 UBER Movement車輛移動平均時間與相關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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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探討(四)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

 歐盟GDPR從今年五月二十五日開始實施，GDPR 是

規範任何收集、儲存或處理歐盟居民個人資料的組

織。無論公司的總部設於何處，即使在歐盟地區並

未設立實體據點的公司，一樣必須遵守 GDPR。

 若不遵守 GDPR，後果相當嚴重，罰金最高可達

2000 萬歐元或全球年營業額的 4%，且以其中金額

較高者為準。

 法規保障用戶安全與隱私，安全性及隱私權的保障

是資料治理的課題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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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探討(四)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

 Yahoo在2016年12月坦承，該公司在2013年遭到駭客攻擊，駭客竊取了超過10億名Yahoo用戶的帳

號資料，涵蓋用戶姓名、電子郵件、電話號碼、生日、雜湊密碼，有些帳號還被取得加密或未加

密的安全問題與答案，但並不包含信用卡或銀行帳號資訊。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谷歌在2015年至2018年期間出現軟體漏洞，會讓第三方開發商存取

Google+用戶的個人資料，包含姓名、電郵、生日、性別、個人資料照、居住地、職業等資訊，

谷歌在今年3月就已發現這漏洞問題，卻因為擔憂會引起監管審查，在第一時間開會決定不公開

漏洞問題，保護谷哥自己聲譽。不過，Google+個資外洩的消息剛曝光，谷歌隨即發布新聞稿指

出，將在明年(2019年)8月前關閉Google+所有消費者功能、保留企業用版本，並推出新的隱私工

具，讓開發商在存取電郵及檔案時有所限制。

 接連而來的跨國網路巨擘所引發的資安問題，直接促成了歐盟擬定了GDPR法規來保障用戶安全與

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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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探討(四)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

 在美國加州，也為了因應隱私權而於今年八月通過了《加州消費者隱私法》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凡是符合以下其中一項的企業都適用該

新法：1.年總收入超過2500萬美元。2.每年收集或接收超過5萬條以上加州消費

者、家庭以及電子設備信息的公司。3.年度收入50%來自出售加州居民私人信息

的公司。

 《加州消費者隱私法》允許人們有權檢視業者所蒐集的個人資料、蒐集這些資料

的目的、分享的對象，也能要求刪除這些資料或拒絕分享，倘若業者處理不當，

就可能面臨來自消費者的訴訟，因而被稱為輕量版的《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

（GDPR），原本預計要在2020年1月實施，但因某些技術上的修正而將延後至

2020年7月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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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探討(四)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

 數據已成為新經濟創新服務的生產要素，自然也就是企業競爭優勢之重要來源。

 IBM執行長Ginny Rometty表示，全球僅有20%數據是一般人可搜尋的到，其它80%則掌握在企業手

中，若企業能夠妥善利用數據發動破壞式創新，就能改寫產業規則。

 《公平交易法》，亦即競爭法也就成為企業資料治理之重要圭臬。換言之，事業在運用資料公共

財與資料私有財的過程中，不得違反有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以致損害消費者權益。

 按先進國家之經驗，《公平交易法》在實務案例中處理隱私權的爭議問題，並未積極介入，例如

2007年4月Google併購網路廣告廠商DoubleClick，以及2014年2月Facebook併購WhatsApp兩個案，

在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及歐盟執行委員會審理過程中，即使相關隱私權團體針對此交易後Google

及Facebook將能掌控更多且更深入之使用者數據而有侵害使用者隱私之疑慮，但經過上述兩個

《競爭法》主管機關審理後，均通過併購案。主要理由是：公平交易法的焦點在於事業之間彼此

公平競爭的課題，藉以保障消費者得以享有物美價廉的產品或服務之權益。

 隱私權問題，應該由歐盟GDPR之相關規範予以直接保障消費者的隱私。
27



結論與建議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本研究探討國際上資料治理的發展趨勢及開放資料運動的實際案例與管制規範，根據前述內容

可歸納出結論與建議，提供國內各界推動資料開放加值應用之參考。針對四個開放資料案例之

目的，分成四大面向如下：(一)開放資料促進創新服務價值；(二)開放資料落實政府資訊透明

化；(三)私人企業開放資料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四) 強化資料治理制定法源依據。

 歐盟力促科學研究論文資料開放，降低使用者獲取資料門檻，增進科學資料與知識的公共性。

此一開放科學研究資料之風潮，勢將為產官學研各界帶來正面影響，有助於擴大知識公共財之

範疇與內涵，激發整體人類更豐沛的科學研究與發展能量，加速當代人工智慧、生物科技、人

文藝術各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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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政府開放資料的薪資與稅額透明制度，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可增加公眾對政府稅收與社會保險

(如國民年金、全民健康保險等)的信心，可強化公私夥伴關係(PPP)利害關係人之信任機制。實

現公共資產，還諸於民，落實透明、效率、創新的政府施政。

 UBER開放的資料試圖在私人企業的股東權益與一般民眾的公共利益之間找尋出一個平衡點。

UBER引領風潮試圖為私人企業與公共利益之間找尋出一條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料治理途徑。私人

或企業將私有資料公開後，轉化為有價值之資料公共財，進而促進公共利益之模式，值得當代

私人企業之參考。

 歐盟力促科學研究論文資料開放，降低使用者獲取資料門檻，增進科學資料與知識的公共性。

此一開放科學研究資料之風潮，勢將為產官學研各界帶來正面影響，有助於擴大知識公共財之

範疇與內涵，激發整體人類更豐沛的科學研究與發展能量，加速當代人工智慧、生物科技、人

文藝術各方面的發展。

 跨國網路巨擘所引發資安問題，直接促成了歐盟資料保護規則GDPR。各國在推動開放資料的同

時，亦評估開放資料可能存在的隱私威脅，政府應參考國外文獻與經驗，政府有責強化法源依

據與執行資料治理政策。 29



結論與總結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1)對政府的建議：有鑑於巨量資料的生產、儲存、運用及管理，已成為各國經濟

競爭力的根源。積極落實資料治理政策，應屬政府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廣義而

言，所有的公部門、國營事業及公營事業，要優先落實資料治理與智慧揭露的核心

相關業務，為台灣產業轉型與升級尋求活水源頭。其次，在當前我國尚未有明確法

律規範資料治理之際，定位為經濟基本法之《公平交易法》執法機關，允宜積極正

視事業營運行為涉及數據運用時，不得有違反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情況。再者，

政府有關單位(如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宜積

極獎勵主動公開其企業相關資訊(凡涉及個人部分先去識別化處理)。同時，適時推

動資料保母(Data Custodian)機制，意指持有零售用戶資源使用過程中的所有量測

資料之企業，可提供零售用戶授權共享自身使用數據予第三方。最後，針對大數據

之收集及分析應用，宜透過群眾外包(crowed sourcing)，鼓勵公民參與提供創意

及發想，將開放資料效益極大化。 30



結論與建議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2)對產業界之建議：首先，網路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是資料

治理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不論是政府管理網路或者是網路巨擘經

營網路優先順序的排序，必須要嚴謹的遵守網路中立性原則。

第二，在不影響公司營運機密下，公開資料可以有助提升企業正面形

象。例如UBER Movement公佈其客戶乘車資料(去識別化後)，帶來各界

正面評價，同時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第三，公開資料可以激發創新亮

點，讓創客(Makers)發展各種獲利商業模式的潛能。第四，公開資料

可降低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 )及其可能引發的道德風

險(moral hazard)與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促進廠商彼此之

間的公平競爭。 31



結論與建議 資料治理之發展趨勢與國際案例探討

(3)對學研界的建議：凡不涉及商業機密之學術研討會、允宜以MOOC或Webinar方式公開研討會發表

過程，廣由社會大眾共享。消極地可避免數位落差，積極地可擴大知識傳播、降低交易成本、並促

進節能減碳，更可帶動數據產業發展。第二，協助政府與產業界開發各種應用程式，提升開放資料

加值應用的領域及附加價值。第三，將行為科學分析應用於政府與產業界的開放資料，藉以開發有

用性(usefulness)及易用性(easy to use)的資訊平台及APP應用軟體或人工智慧應用。第四，培育

大數據、人工智慧及高階資料治理等相關領域人才，有助於當前所需高端「𝜋型人才」，因應時代

之潮流變化。

• 開放資料是近年全球熱門議題，然而在導入開放的過程中，政府部門不僅有實務上的挑戰，亟需

一套清晰可行的實作指南。目前全球每兩年所新增的資料總量，將超過之前所累積資料量的總合，

也就是每兩年成長一倍以上的資料量。值此一人類前所未有的挑戰及對於資料治理的迫切需求，

正代表無限的機會與商機。對於開放資料的政策走向、法源依據、以及如何與民間合作，建立健

全之生態系，均需了解並掌握國外的發展趨勢及其成效，方能因應當前外在環境變化，找到台灣

的全球角色定位與市場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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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於不占實體空間的位元(bits)，相對於過去所熟悉佔
有三度空間的原子(atoms)所組成的實體物件(physical 
objects)，相對陌生而且缺乏管理經驗。資料治理按目前的
技術面、管理面及法制面而言，其交易成本頗高，包括免費
且普及的資料來源真偽之辨識機制尚未周延，可能涉及公私
領域相關權益損害與保障措施的舉證之成本與訴訟成本相對
偏高，虛擬世界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風險及利益極不對稱。比
方說：面對假新聞、變臉(意指2018年以來的網路各界名人
「換臉」影片風潮爭議)、網軍入侵與佈局攻擊⋯⋯等有關資
料治理之各重要課題，值得後續研究者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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