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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當老闆是許多人的夢想，網路的快速發展提供有志創業者更多

的機會及平台，除了大幅降低創業門檻，也可利用網路品牌，快速

建立知名度。一個專屬的網域名稱就是創業者的網路品牌，也是

網路行銷的重要利器。當然在創業過程中還是會面臨種種問題與挑

戰，這也關乎創業成功與否的關鍵。為了鼓勵擁有.tw/.台灣域名

的網路創業者傳承他們的經驗，作為後繼者的重要參考，本中心於

2013年5月舉辦「網路創業故事」徵求活動，累積了近50篇網路創

業甘苦故事，分享他們面臨挑戰、解決問題、掌握機會的創業歷

程。更多得獎作品請參閱活動網站www. twnic.net.tw/ebiz。

網域名稱是創業的好幫手

“剛開始只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真正的放手一搏，是

國內知名的創投看上了VoiceTube，當時心想，我們還這

麼小，怎麼會對我們有興趣…他給了我們許多創業的建

議，那一次的談話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節錄自2013 
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第一名參賽作品voicetube.tw)

“…不久之後決定正式利用 icook.tw 這個網址創設食譜

社群服務--「愛料理」，在數天內，我們就取得一千名

會員的註冊。爾後，也成功註冊到 icook.com.tw 這個域

名，所以現在網友不論是打icook.tw或者是icook.com.tw

都可以成功進到我們的服務。”(節錄自2013 TWNIC網路

創業故事徵選第二名參賽作品icook.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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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文電子郵件推廣計畫

亞太經合組織(APEC)宣布將支持多國語文電子郵件技術推廣計畫。多國語文電子郵件也就是包含中文、俄文、韓文

或日文等非英文語言的電子郵件地址，這將有助於民眾使用其本國語言來發送及接收電子郵件，以縮短數位落差，

也創造網路應用的多樣性。TWNIC與CNNIC等多個單位於2013年9月APEC TEL夏威夷會議期間報告多國語文電子

郵件地址之相關技術，讓各經濟體會員了解並導入該項新技術，以協助各經濟體網際網路使用者以其本地文字語言

作為電子郵件地址，加速多國語文電子郵件地址之普及。TWNIC也與國內網擎資訊合作進行Mail2000產品改版以支

援中文電子郵件地址，預計今年底完成，屆時國內使用者將能使用熟悉的中文字作為電子郵件地址進行收發電子郵

件。IETF於2013年3月制定完成最新版電子郵件標準-多國語文電子郵件地址(Email Addr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EAI)，將現有的電子郵件標準加以擴充，以支援多國語文電子郵件地址，並保持向下相容性之特性以和現有的電子

郵件系統互通。

2013年第3季�球重點網路會議

IETF第87次會議 
地點: 德國 柏林

日期: 2013年7月28日-8月2日
http://www.ietf.org/ APrIGF會議

地點: 韓國 首爾

日期: 2013年9月4-6日
http://2013.rigf.asia/

PacINET 2013會議

地點: 東加 努庫阿洛法

日期: 2013年9月9-13日
http://www.picisoc.org/

ICANN第47次會議

地點: 南非 德班

日期: 2013年7月14-18日
http://durban47.icann.org

APAN第36次會議

地點: 韓國 大田

日期: 2013年8月19-23日
http://www.apan.net/

APNIC第36次會議

地點: 中國 西安

日期2013年8月20-30日
http://conference.apnic.
net/36

APTLD西安會議

地點: 中國 西安

日期: 2013年8月22-23日
http://apt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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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域名消息

New gTLD最新消息

ICANN德班會議開幕當日， ICANN已與四個New gTLD申請單位簽屬合約，包括 (阿拉伯語Web或

Network)、 (斯拉夫語Online)、 (斯拉夫語Web Site)及游戲 (中文Game)等國際化頂級網域名稱

申請案。這是New gTLD申請計畫開放以來，首批簽屬的合約。ICANN於2012年1月12日起開始接受New gTLD申請

案件，同年5月30日截止收件，共計收到1,930件申請案，其中66件為地理相關網域名稱，116件為國際化網域名稱。

至2103年8月30日共有1,745件申請案通過初步審查、32件進入延長審查階段、3件未通過、121件撤案及29件由於變

更內容或需補充文件而暫時擱置。

其中遭擱置的申請案是涉及地理相關網域名稱，

ICANN德班會議之前，巴西與秘魯等南美國家聯

署反對美國亞馬遜公司申請的.amazon字串，認

為亞馬遜是地理名稱，與周邊各國有強烈的連結，

擔心亞馬遜公司將.amazon作為商業使用，將影

響他們的歷史傳統與文化認同，一般認為亞馬遜

的.amazon申請案最後恐遭否決。�似.amazon
由商業公司提出地理相關網域名稱的申請案件，譬

如.patagonia (巴塔哥尼亞，為橫跨阿根廷與智利

的地理區域)及.shangrila (香格里拉，為一中國雲

南省縣名)，都暫時被擱置，有待進一步討論。

另外，Google所提無點域名亦遭反對，Google在
102年4月提交.search申請案的補充文件，計畫在

頂級域名中省略「.」，成為無點 (dotless)域名，但

即遭IAB反對，認為這將嚴重破壞�球DNS的穩定。

針對無點域名議題，ICANN委託Carve System進

行相關研究，並於8月公布無點域名安�及穩定研

究報告，指出雖然多數應用研究支持無點域名，部

分軟體亦支援無點域名，但無點網域將嚴重造成域

名空間的衝突、使用者混淆及技術上的混淆。無

點域名是一個單一的字串(例如http://example或
mail@example)，早在同年2月ICANN安�穩定諮

詢委員會報告中即指出無點域名無法普遍性地被連

結，強烈反對無點域名的使用。更多最新訊息請參

閱newgtlds.icann.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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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洲申請案件數

● 超搶手申請字串 (同名申請案件數)

資料來源：www.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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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一季前10大ccTLD頂級國碼網域名稱  (單位：百萬)

.nl DNS伺服器遭駭客入侵

今年8月.nl (荷蘭)國碼頂級網域名稱管理單位SIDN的DNS伺服器遭駭客入侵，造成上千的.nl域名網頁受到影響，不知

情的網頁訪客被重新導向至一個顯示「建構中」的造假網頁，藉由內嵌的iframe載入惡意程式，以致網頁訪客電腦

遭受Blackhole Exploit Kit入侵，並立即被植入Bonet惡意程式，遭受惡意C&C主控伺服器的控制。雖然整起事件很

快被發現，因為許多ISP之DNS生效時間為24小時，以致引發一連串後續問題。

.tk域名大幅成長，超越.de域名

依據�球相關單位統計，2013年第一季�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數量已達2.58億個，較半年前增加約1,500萬，通用

型頂級網域名稱(gTLDs)市佔率約56%，.com依舊是�球註冊量最大的網域名稱�型，2012年底已達1億620筆域名

註冊，接著是.net 1,490萬、.org 1,011萬與.info 715萬；而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cTLDs)市佔率約44%，較半年前增

加2%，其中以國際化頂級網域名稱�型成長速度最快，達19%。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cTLDs)市佔率增加的主因是.tk 
(Tokelau，中譯名托克勞)域名的大幅成長，註冊數量達1,670萬，已經超越.de(德國)的1,540萬，緊接著是.uk (英
國) 1,050萬；.cn (中國) 750萬及.nl (荷蘭) 520萬。前20大ccTLD註冊量約佔整體ccTLD的82%，佔�球網域名稱註

冊量(含gTLDs及ccTLDs)的35%。

資料來源：centr.org；www.verisigninc.com

cc

TLD, 55.39%

gTLD, 54.85%

ccTLD IDN
0.45%

● 2013年第一季�球gTLD與ccTLD頂級網域名稱

   註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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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國內歷史悠久之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所轉投資成立。成立契

機乃有鑑於網際網路日新月異的發展趨勢，以及傳統企業需與新興行銷市場通路接軌，

1995年開始投入Web相關平台之開發工作，1997年透過子公司中華電子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投資一億元成立協志科技，多角化經營理念，不僅取得二�電信執照，也是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

稱代理授權廠商至今，2002年看好未來發展，中華電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再投資新台幣一億元，充實營運資金，正

式更名為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瞄準未來能提供更於多元的服務，於2008年取得第二�電信事業特殊業務的

語音單純轉售服務及非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在各項技術除應用各大政府專案外，也協助母公司大同公司建

構�世界第一的�球運籌平台。

經營領域：

1.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二�電信業務，負責傳統撥接、專線(包含寬頻ADSL與窄頻市場(56K撥接)、台北市公共資訊服務站(KIOSK)之經

 營、規劃與建置。(根據蓋洛普針對台灣上網使用調查協志聯合科技被列為第四大ISP)。
2. ICP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主要負責自有之網站經營，目前擁有三大主題網站：包含

 ‧TISNet：公司與ISP客戶服務之入口(Portal Service)
 ‧星光大道：娛樂資訊社群與資訊提供(Service Provider)
3. 電子化政府服務(e-Government)：
 包含桃園縣政府入口、台中市政府入口、台北市政府共同經營之台北市鄰里社區連網Taipei Link、社區網。

 電子化政府解決方案：包含入口服務、知識管理系統等。

4. B2B 部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負責B2B電子商務。

 ‧主要為經濟部A、B、C、D、E計畫之相關服務

 ‧包含金融電子閘門(e-Banking Gateway)、物流業者的解決方案

5. 系統整合：

 包含KIOSK、Web PayPhone產品、TablePC產品等。

6. �方位系統整合行銷公關服務：

 利用現代IT科技與網際網路技術整合行銷管理經驗，服務企業或機關進行行銷活動及產品銷售，並辦理大型專案

 公關與行銷活動(如：台北市文化局亞太文化之都專案)。
7. 電腦軟硬體設備之買賣、租賃。

8. 網路加值服務經營。

.tw/.台灣受理註冊機構簡介

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I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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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記事：

協志聯合科技歷年來獲獎無數，具代表性的說明如下：

電影快報：1998年行政院NII第一屆網路金像獎「最佳動線規劃獎」及「最受歡迎網站獎」，是國內網站唯一雙料冠

軍的得主。

‧ 星光大道：1999年行政院NII第二屆網路金像獎又再度蟬連最佳網站的大獎。

‧ 好鄰居生活館：2000年網路金像獎入圍最佳電子商務網站

協志聯合科技於2001年獲台北市政府頒贈市政貢獻獎，以表揚積極參與網路新都建設，積極服務市民的貢獻。

‧ 91年台北市政府『網路新都計畫』獲得2002世界科技大會(WCIT)『最佳公部門資訊服務獎』。

‧ 91 年台北市政府網站獲得行政院研考會「行政機關網站評獎實施計畫」第一組推薦網站。

‧ 92 年台北市政府網站再度獲得行政院研考會「行政機關網站評獎實施計畫」第一組推薦網站。

‧ 92 年桃園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則獲得第三組推薦網站。

‧ 93~102年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域名續用優良獎」。

服務宗旨：

協志聯合科技傳承自大同公司的優良傳統，自創業以來，即秉持客戶至上的宗旨，�力達成『一通電話，服務就來』

的目標，亦提供線上客服服務，提供客戶快優的服務，使用電子郵件回覆客戶，處理完畢後將使用電子郵件寄發服務

意見調查卡，以得知客戶的滿意度，並做為持續改進的依據。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38-3號1樓 電話：(02)2598-5433, (02)2598-5440
網址：reg.tisnet.net.tw

資料來源：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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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Asia Pacific Telecom Co., Ltd)

亞太電信成立於2000年，由原母公司「亞太固網寬頻(原名東森寬頻電信)」陸續於

2007、2011年合併旗下子公司「亞太行動寬頻」、「亞太線上」建立而成，以達到整合

寬頻固網(Broadband Fixed Lines)、寬頻行動通信(Broadband Wireless)與寬頻網際

網路(Broadband Internet)等三大寬頻事業的終極目標，具體落實固網、行網匯流FMC策略；同時透過「整合、創

新、速度」三大核心競爭優勢，積極提昇企業營運效能與產業競爭力。

亞太電信的企業識別為一耀眼奪目、識別度高，充滿活力與衝勁的鮮紅「A+」，象徵亞太「從A到A+」，無論面臨

何種處境都勇於挑戰、勇於突破，時時刻刻謹記使命達到「品質提升、服務提昇、速度提昇」三大目標的品牌精神。

亞太電信獨家運用台鐵環島光纖做為亞太電信的環台骨幹網路，首先於台灣�島提供MAN大都會區ELL&VDSL超高頻

寬數據網路服務，讓個人與企業用戶都能享有高速傳輸的網路品質。同時亞太電信採用CDMA 2000系統，建立�島

3G行動網，達到�國人口99.4%涵蓋率，提供先進的高速行動上網服務。

亞太電信整合固網通訊、行動通訊、網際網路、數位內容，結合行動傳輸與無線通訊，提供個人和企業用戶完整的電

信產品與加值應用服務，並與國際電信集團之衛星通訊及環球海底光纜網路合作互連，提供無遠弗屆的�球通訊。

亞太電信於網際網路服務之推廣不遺餘力，除網域名稱註冊的基本服務外，也提供客戶網域託管、轉址等加值服務。

考量網域名稱之應用，亞太電信開發相關產品及服務，如虛擬主機、虛擬郵件、實體主機租賃、手機行動架站、

Yahoo!關鍵字搜尋、SEO搜尋引擎最佳化等，提供客戶一次購足的貼心服務及發揮網域名稱最大效益的專業服務。

近年來網際網路上的通訊相關服務蓬勃發展，產業服務IP化快速前進的趨勢，及因應數位匯流的到來，亞太電信在

IP的世界中，除了網域名稱及上述服務外，亞太電信更結合行動及固網一�電信業者的基礎建設及營運系統優勢，

提供個人與家庭用戶高速的行動寬頻上網及優質的ADSL/FTTx寬頻上網，並針對企業客戶，亞太電信更提供了完整

的產品及服務，包含以固網建設為基礎的數據電路(Leased Line) 、乙太專線(Ethernet Leased Line)、固定通信

服務(市內、長途、005國際電話)、雲端總機服務 、乙太寬頻上網

(Megalink)及IDC (Internet Data Center)；以亞太網際網路交換中

心(EBIX)為國內外頻寬匯流中樞的頻寬(IP Transit)產品；以ICT專業整

合的VPN (Smart VPN)及網通資安服務(UPM/ULB/UTM/IPS)。

前瞻數位匯流新紀元，亞太電信將持續竭力實踐「Making Better 
Changes，為你做更好」的企業承諾，進一步積極建構NGN網路與

高速行動數據網路系統，致力整合行網、固網、網際網路暨物聯網，

提供四合一(語音、數據、視訊、及行動)的�IP化整合性寬頻數據服

務，�方位建構新時代通訊網絡，多元化滿足各�型客戶對電信服務

的期望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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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記事：

民國102年
• 數位時代 「2013數位服務標竿企業 資訊通路及通訊�第3名」

•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102年電子發票績優營業人獎」

民國101年
•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域名續用優良獎」、「域名註冊成長優良獎」

• 經濟部商業司 「優良品牌獎」

•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101年電子發票績優營業人獎」

• 經理人月刊 「2012年100 MVP經理人獎」

• 工商時報 「台灣服務業大評鑑電信業第2名」

• 行政院衛生署「健康職場健康促進認證標章」

民國100年
• 台北市政府「民間企業與團體之綠色採購」獎

•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域名續用優良獎」

• COMPUTEX TAIPEI 「IT Best Choice」獎

• 行政院衛生署「健康職場健康啟動認證標章」

大事記：

民國102年
• 3月：董事會決議董事長兼總經理邱純枝女士專任董事長一職，總經理由原執行長遲煥國接任。

• 5月：證交所董事會審議通過亞太電信上市案。

• 8月：亞太電信於8月5日正式掛牌上市。

民國101年
• 10月： - 為配合上市申請，亞太電信召開101年股東臨時會，完成第六屆董事（包括三名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改

   選，董事長邱純枝續任第六屆董事長。

  - EVDO高速行動數據網路服務正式商轉。

民國100年
• 3月： 成立�台灣第一家互動多媒體電信門市;並推出以『A+ WORLD』 為主軸的加值服務。

• 4月： 用戶數突破300萬戶。

• 5月： 亞太電信合併亞太線上，發揮三網匯流，資源整合之營運綜效。

• 9月： 成立南台灣第一家互動多媒體電信門市。

• 10月： 通過「ISO27001國際資訊安�管理系統」暨「NCC ISO27011 增項稽核」驗證，躍進國際級資通安�水

  準。

• 12月： - 亞太電信於12月1日正式登錄興櫃交易，進入公開資本市場。

  - 成立中台灣第一家互動多媒體電信門市，完整串連北中南，�力推動「A+ WORLD」行動電信服務。

聯絡方式：亞太電信官網 www.aptg.com.tw

資料來源：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9號4樓之2
電話：02-2341-1313‧傳真：02-2396-8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