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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台灣網域名稱加值服務

在傳統上使用的電子郵件地址，都是英文

格式，如＜service@twnic.net.tw＞；最

常見的情況，就是在彼此溝通電子郵件地

址時，常常因為英文字母發音上的認知差

異，如b、p、m、n等字母造成混淆。台

灣網路資訊中心近期依據國際最新技術標

準(Email Addr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簡稱EAI)，提供�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應用

服務，如現在所使用的e-mail地址如：＜

service@twnic.net.tw＞ ，就可以改使用＜

客服@台網中心.台灣＞，不僅方便記憶，也

易於和顧客進行溝通。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

的出現，讓國人能使用自己熟悉的中文在網際網路上收發郵件。中文化的網域名稱以及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的搭配使

用，讓網路的應用更加在地與生活化。深具特色及個人化的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也將帶來更多的應用及可能性，並將

持續帶動網路的多元化使用。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網站：http://www.twnic.net.tw/eai

IPv6是第六版的IP規範(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它提供更多的IP數量、安�的加密機制、網路連線服務品質

(Quality of service)功能。為使更多人使用IPv6，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將提供一項IPv6快速體驗服務，在無須增加成本

支出及更改應用程式之前提下，立即讓網站對外提供IPv6連結服務，擴大網站服務對象。TWNIC特別推出網站啟用

IPv6服務利用反向代理(Reverse Proxy)機制，讓純IPv6環境的使用者，亦能瀏覽到IPv4網站，擴大網站服務對象，

具備無須變更既有的機器設備及改寫應用程式；無須等待IPv6基礎建置之普及，立即啟用IPv6服務；提供IPv4過渡至

IPv6時期的解決方案等優勢。也希望藉由這項服務的推出，吸引一般用戶端升級至IPv6的意願，以及加速固網業者及

ISP公司對IPv6基礎建設之普及。網站啟用IPv6網站：http://ipv6web.twnic.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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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域名消息

ICANN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議

ICANN第48次會議於11月17日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New gTLD依舊是本次會議的重點，除了討論New 
gTLD整體開放程序進度外，還包括未來第二波New gTLD開放申請的規劃。統計至12月初，已有34個國際化頂級網

域名稱與ICANN簽屬合約，正式授權並寫進ICANN根伺服器，這其中包括5個為國際化網域名稱，後續還有973組
頂級網域名稱申請者開始進行合約簽署程序。TMCH (Trademark Clearinghouse)執行團隊亦應邀於本次ICANN
會議介紹目前TMCH業務及進度，TMCH是New gTLD開放首創的商標保護機制。目前登記到TMCH的商標已經超過

17,000組商標，非英文的商標有550組，其中以中文商標數量最多，計有295組中文商標，76組商標進行UDRP爭議

處理，2組商標進行法院訴訟中。

本次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議另一個討論重點是為網路治理議題(Internet Governance)，特別是10月7日�球主要網

路組織領袖共同簽屬的蒙特維多聲明(Montevideo Statement)，聲明重點包括強調�球網際網路運作一致性的

重要性，持續推動社群努力以促進網際網路的�球多方利益關係者參與模式(Multi-stakeholders)，加速ICANN及

IANA的國際化以成為各國共同參與的平台，及呼籲IPv6升級依舊是�球首要的任務。更多會議訊息，請參閱http://
buenosaires48.icann.org/en/

ICANN推出WHOIS網站測試版

在採納網路社群的意見後，ICANN首次首次推出了有關WHOIS查詢服務網站(whois.icann.org)，主要提供清楚且易

懂關於使用現有WHOIS資料、查詢網域名稱註冊人等功能的說明，同時還簡化通知相關單位有關於資料準確性的流

程。在此之前，由於各種資料分散在不同網站，很難對WHOIS有一個完整性的認識。這個新網站將集中所有WHOIS
相關資訊，以便瞭解WHOIS功能、提出有關WHOIS資料正確性的問題以及WHOIS政策的改進意見。ICANN預計在

2014年初推出一套整合式搜索功能。WHOIS查詢服務已經成為最常使用的關鍵工具。任何人如需查詢網站和網域名

稱註冊人的資訊，均可通過WHOIS查詢來獲取相關資料，這對網管人員、註冊管理單位、網域名稱註冊人、政府單

位、執法單位、消費者團體和國際網路社群都是很重要的服務。此外，WHOIS資料還可使網管相關人員尋找並修復

雲端Lab學習平台

考量部分網域名稱用戶為自行架設DNS Server，有可能因為資源不足或是缺乏經驗， DNS設定需花費較多時程。因

此，TWNIC推出『DNS Server線上實作Lab』服務，讓系統管理者可以在DNS建置正式上線前，透過Lab服務提供的

虛擬環境，進行DNS Server安裝、設定實作練習，並同時提供檢測報告，協助系統管理者減少DNS 設定錯誤所產生

的風險。DNS Server線上實作Lab服務網站：http://dnslab.tw。另，因應IPv4位址枯竭及推廣使用IPv6，讓社會大

眾能接觸與學習使用IPv6，TWNIC也特別建置IPv6 Lab，以便線上學習與操作使用IPv6相關技術與設定。IPv6 Lab
平台包含Linux CentOS, Windows 2003, Windows 2008, Windows 2012等作業系統，並提供線上申請服務及相關

設定操作手冊以供線上學習。IPv6 Lab線上實作服務網站：http://ipv6launch.tw/ipv6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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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三季前10大ccTLD頂級國碼網域名稱 (單位: 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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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三季�球gTLD與ccTLD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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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問題，維護網路的穩定性。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能夠確認網域名稱的可用性、打擊垃圾郵件或欺詐行為、確認商

標侵權行為、並加強對網域名稱註冊人的責任。WHOIS資料有時還可用於對發佈違法內容或參與網路釣魚欺詐案件

的網域名稱名稱註冊人進行跟蹤和確定。

2013年度CENTR獎項揭曉

CENTR是歐洲國碼頂級網域名稱管理單位組成的非營利團體，2013 CENTR獎旨在鼓勵在研發、市場行銷及傳

播、網路安�等領域及年度貢獻等表現出色的ccTLD單位或網路社群。網路安��獎項由.SE與Nominet UK的
OpenDNSSEC發展計畫獲得；研發�獎項由AFNIC的WINGS計畫獲得，WINGS計畫(Widening Interoperability 
for Networking Global Supply Chains)主要在改善聯合ONS (Object Name Services) 的互通及Multi Discovery 
Services的可靠互動，這對新的ONS 2.0標準發展有極大貢獻；市場行銷及傳播由EURid的.eu共同行銷計畫獲得，

而日本JPRS製作的”May cause drowsing(暫譯，可能引起昏睡)”電視廣告以幽默詼諧的方式介紹一般民眾較

不熟習的網域名稱及DNS等內容及JPRS的註冊業務，也入圍該�獎項，獲得肯定。年度貢獻獎則是頒給Anne-
Marie Eklund Löwinder (.SE)，以表揚她在DNSSEC做出的傑出貢獻。更多訊息請參閱https://www.centr.org/
awards2013。

國碼頂級網域名稱數量持續穩健成長

依據�球相關單位統計，2013年第三季�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數量已達2.65億個，較前一季成長約2.4% (約620
萬筆註冊)，國碼頂級網域名稱成長幅度最大，達4.3%，其次是國際化國碼頂級網域名稱2.2%。通用型頂級網域名

稱(gTLDs)市佔率約55%，.com依舊是�球註冊量最大的網域名稱�型，約有1.1億筆域名註冊，接著是.net的1,500
萬與.org的1,035萬；而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cTLDs)市佔率約45%，較今年四月增加1%，國際化頂級網域名稱�型

持續成長然已現趨緩，本季成長率僅2.2%。前20大ccTLD註冊量約佔整體ccTLD的81%，佔�球網域名稱註冊量(含
gTLDs及ccTLDs)的36%。前十大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cTLDs)排名未現變化，依序為.tk (Tokelau，中譯名托克勞)註
冊數量達1,900萬，較前一季成長達13.9%，其他依序為.de(德國)的1,550萬，緊接著是.uk (英國)的1,060萬；.cn 
(中國)的780萬及.nl (荷蘭)的530萬。資料來源：http://centr.org；http://www.verisign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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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4季�球重點網路會議

IETF第88次會議 
地點：加拿大 溫哥華

日期：2013年11月3-8日
http://www.ietf.org/
meeting/88/index.html

IGF第8次會議

地點：印尼  峇里島

日期：2013年10月21-25日
http://www.intgovforum.
org/cms/

LACNIC 第20次會議

地點：庫拉索 威廉斯塔德

日期：2013年10月28日
           -11月1日
http://www.lacnic.net/en/
web/eventos/lacnic20 ICANN第48次會議

地點：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

日期：2013年11月17-21日
http://buenosaires48.icann.
org/en/

RIPE第67次會議

地點：希臘  雅典

日期：2013年10月14-18日
https://ripe67.ripe.net/

ARIN第32次會議

地點：美國  鳳凰城

日期：2013年10月10-11日
https://www.arin.net/
participate/meetings/
reports/ARIN_32/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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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85年7月1日由當時交通部電信總局營運部門改制成立，成

立時資本額為新台幣964.77億元，主要業務涵蓋固網通信、行動通信，以及 數據通信三

大領域，提供語音服務、專線電路、網際網路、寬頻上網、智慧型網路、虛擬網路、電

子商務、企業整合服務，以及各�加值服務，係國內營運經驗最豐 富、規模最大之綜合電信業者，也是國際間電信

業者重要合作伙伴，在促進�球化即時訊息溝通、�面提高社會大眾生活品質，以及普遍增強經濟社會運作效率上，

績效卓著。

經營領域：

1.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經營市內電話、長途電話、公用電話、專線電路、ADSL、光世代、

 智慧型網路、MOD、企業整合服務與行動電話、數據業務之通路。

2. 行動通信分公司：經營行動電話、簡訊、語音加值、國際漫遊、行動數據（商務應用、休閒娛樂、金融理財、流

 行資訊）等加值業務與虛擬企業網路。

3. 國際電信分公司：經營國際電話(IDD、Super eCall)、國際話卡（f商務卡、預付卡、E-Call卡）、會議電話、視

 訊會議、網路國際通(TWGATE)、國際數據電路(IPLC)、網路資料中心（IDC）與國際企業虛擬網路業務

 （IPVPN）等。

4. 數據通信分公司：經營網際網路數據通信、電信加值、視訊、多媒體、資訊系統、電子商務、政府及企業網路整

 合服務等。

5. 企業客戶分公司：提供資訊與通信整體解決方案、銷售資訊與通信並提供產品之顧問諮詢、管理與執行資訊與通

 信之專(標)案、提供企業客戶標準化與客製化整合服務，如智慧運輸資通訊服務、企業資料雲端備援、SaaS 雲端

 服務(CRM、ERP、POS)等，以及固網、行動、數據通信等服務。

6. 電信研究院：重點領域之研究發展，包含無線通信技術、寬頻網路技術、多媒體應用技術、網路維運技術、客戶

 服務資訊技術、前瞻技術、資通安�技術、經營行銷策略、企業客戶服務技術。

7. 電信學院：辦理人才培訓、遴選專技人才、辦理經營、管理、技術、業務之訓練諮詢顧問、接受委託訓練、代辦

 技能檢定以及訓練教材、期刊之製作、出版、著作登記、發行等事項。

.tw/.台灣受理註冊機構簡介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Chunghwa Telecom)

品牌策略及架構：

‧ 品牌政策：採集中策略、兼顧個別領域發展需求

‧ 品牌管理：設公司品牌長，負�公司品牌策略擬訂，控制及調整之

 責；分公司則負執行推動之責

‧ 品牌架構：屬集中式品牌架構、兼顧獨立式品牌呈現。

公司願景：

中華電信承諾以創新技術及感動服務，帶領台灣產業發展走向新紀元。

依循「壯大台灣、連結兩岸、佈局�球」的方向，從管理經營者角色，

轉變為促進經濟發展及服務的企業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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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記事：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 入選DJSI新興市場成分股，並榮獲SAM企業永續獎銀級

‧ 連續第六年贏得《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12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 「讀者文摘信譽品牌」-「電話通訊服務�」及「網路通訊服務�」雙白金獎

‧ 《30》雜誌「2012 Young 世代品牌大調查」電信服務組冠軍

公司治理

‧ 《數位時代》2012亞洲．台灣科技100強獎

‧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第九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級
‧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科技管理獎」

‧ 「2012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3件金牌、3件銀牌與2件銅牌獎項

客戶服務

‧ 蟬聯三年《遠見雜誌》「第一線服務品質大調查」電信�首獎

‧ 蟬聯第九屆《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第一名

‧ 榮獲第十一屆「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之「最佳顧客忠誠計畫」獎

‧ 《數位時代》「第二屆數位服務標竿企業」資訊通路及通訊產業�第一名及年度大獎第二名

‧ 「Virtuoso」及「流通雲」榮獲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2012雲端創新獎」平台及應用雙料冠軍

員工關懷

‧ 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就業99指數」前十大成分股獎狀

‧ 蟬聯今周刊「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賞」電信�第一名

‧ 台北市政府頒贈「臺北市勞動安�獎績優勞工安�衛生學院」

綠色企業

‧ 台北市「101年績優環境教育獎民營事業組優等獎」

‧ 蟬聯康健雜誌「健康品牌」資通訊�第一

‧ iEN榮獲經濟部「101年能源技術服務業績優廠商」肯定

‧ 台北市「績優綠色採購」及「績優綠色商店」獎項

社會投資

‧ 經濟部「FBB暨寬頻智慧社區標章」之創新服務獎

‧ 苗栗縣政府感謝狀-贊助101國慶煙火暨國際藝術季在苗栗

‧ 行政院「101年體育推手推展�金質獎」獎座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一段21-3號         客服專線：0800-080123
網址：http://www.cht.com.tw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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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Net-Chinese)

台灣唯一獲得ICANN及TWNIC授權的域名註冊商

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網路中文」，成立於2000年，以優異的技術與

服務能力提供廣大客戶域名申請、諮詢等服務，至今已榮獲許多國家域名頂級授權及

ICANN(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TWNIC的認證，是東南亞區域中最專業的域名頂級註冊商，也是台灣

企業客戶在註冊�球域名時，中文服務的最佳首選。 

七大服務項目：

1. �球域名申請：提供超過180國的域名註冊如.com、 .tw等，及域名代理人服務(若客戶不符或缺乏申請資格，網

 路中文可提供代理身份之服務)，其中30國域名可線上即時申請，諸如對大部分企業而言不可或缺的.com及.tw，

 透過線上申請的簡單流程即可擁有。

2. 企業品牌保護：�球商標資料中心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是國際商標資料庫，網路中文可為客戶提供商標

 資料提交，取得註冊新頂級域名的優先資格，幫助企業在新頂級域名的洪流中保護網路品牌、拓展行銷工具。並

 提供�球域名健檢服務，定期檢視企業客戶國際事業版圖的國家，對應的品牌域名是否被他人佔有，並提供後續

 可採取做法的諮詢服務。

3. 中國ICP備案：網站在中國要能被瀏覽，讓目標客群能在茫茫網海中找到企業的資料，就必須完成ICP備案，讓企

 業的網站隨時能在中國境內開啟供使用者瀏覽。網路中文擁有豐富的ICP備案經驗，能協助企業快速完成備案，成

 為事業版圖擴展的最佳工具之一。

4. 白金VIP服務：企業品牌域名由專人集中管理，不讓域名輕易被漏掉導致逾期失效，並提供離線申請，鞏固企業權

 益、資訊的安�性、同時定期發送白金月報等，讓企業隨時了解掌握域名最新情報。

5. 域名匿名買回：當企業相關的品牌或商標域名被第三方人註冊時，網路中文可協助客戶將域名買回，從初步詢價

 開始到最終成交並域名完成移轉，網路中文可為客戶一手包辦，過程安�、合法，是企業可信賴的好夥伴。

6. 域名爭議處理：品牌、商標的侵權情形並不限於真實世界，網路世界同樣有此案件層出不窮，企業若發生此情形

 時，可聯繫網路中文，網路中文有配合多年之相關領域的法律專家，可協助提供爭議相關諮詢與處理。

7. 域名恐嚇諮詢：您是否常收到來路不明的Email信件，義正嚴詞的寫著有他人欲註冊貴公司的品牌名，看似關心您

 的權益，詢問您是否要搶先一部註冊域名，實則以異常高於市場行情許多的價格要您註冊域名呢？接到�似信件

 請暫且別輕舉妄動，網路中文有專業的處理策略與諮詢管道，助企業應付此�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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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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中文】是目前�球唯一整合「台、中、港」兩岸三地繁、簡中文域名的廠商，除申請外，並提供相對應的各�

服務。未來將隨著國際域名的拓展，進行更大規模的系統整合，協助客戶申請並使用不同語系之域名（包括日、韓

等）。

網路中文深知國際化是企業茁壯最大的挑戰之一，做為橫跨大中華區與世界的橋樑，一方面協助中華區客戶面對世

界；亦協助世界進軍中國。聯結世界各國的子公司與業務夥伴，也提供中國區行銷各�必需工具與服務，更希望透過

合作網路，讓�球客戶都能輕鬆享有『�球申請、在地服務』的貼心禮遇。

『以台灣為基地、大中華為腹地、放眼�球市場』是【網路中文】的長久以來不變的營運方針。成立至今，我們致力

提供客戶最安�、便利、涵蓋最多國家的域名註冊服務。未來，我們將積極代理更多國家，並發展多元的域名相關服

務，以期與夥伴、客戶達到『共存共榮，和平互利』的三贏局面，成為企業及個人使用者在網路世界最忠實的好朋

友。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6號12樓         客服專線：02-2531-9696
網址：http://www.net-chinese.com.tw

資料來源：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