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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與網擎資訊(Openfind)依據IETF國際化電子郵件(EAI)標準，合作開發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應用服務，讓電子

郵件地址更在地化及生活化，也更容易記憶、方便溝通。為使民眾體驗「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的新技術，本中心推

�民體驗瘋中文，中文電子郵件第二階段活動展開

出第二階段活動，開放民眾免費申請以其所

註冊的「中文域名」設定專屬「中文化電子

郵件地址」，以進行相關指定體驗任務。本

中心已於去年11月中推出第一階段體驗活

動後，獲得廣大迴響，計有415位民眾完成

測試。

活動網站：http://www.twnic.net.tw/eai

.tw/.台灣網域名稱加值服務，貼近使用者需求

本中心持續推動.tw/.台灣網域名稱註冊使用，並因應網路應用發展趨勢，提供各式加值服務，貼近註冊用戶的需

求。2013年首推的「.tw/.台灣域名回娘家活動」，分階段推出不同主題之活動，鼓勵.tw/.台灣域名註冊用戶登錄產

業�別，讓網友可快速找到旅遊、美食、生活資訊等註冊.tw/.台灣網域名稱的官方網站，增加.tw/.台灣域名網站的

曝光宣傳管道；考量部分網域名稱用戶有可能因為缺乏經驗，需花費較多時程進行DNS設定，因此推出DNS Server
線上實作Lab服務，透過Lab服務提供的虛擬環境，進行DNS Server安裝、設定實作練習，協助減少DNS設定錯誤

所產生的風險；每年持續與受理註冊機構及相關單位共同辦理「網聚活動」及「TWNIC域名教室」等近百場活動，

推廣網域名稱創新應用；為貼近喜愛.tw/.台灣域名粉絲，建立良好溝通互動平台，本中心於知名網路社群網站經營

「域名之友粉絲團」，以輕鬆活潑方式，推廣域名常識，並即時提供最新.tw/.台灣域名活動訊息。此外，本中心還

將.tw/.台灣網域名稱等相關服務延伸至行動平台，推出.tw/.台灣域名入口行動網站，讓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可透過手

機版網頁認識.tw/.台灣網域名稱等相關服務。

.tw/.台灣域名回娘家：http://www.twnic.net.tw/dn/search
DNS Server線上實作Lab服務：http://dnslab.tw
TWNIC域名教室及網聚活動等課程訊息http://www.twnic.net.tw/tw-class/
域名之友粉絲團：http://域名之友粉絲團.台灣

.tw/.台灣域名入口行動網站：http://www.twnic.net.tw/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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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域名消息

Nominet預計將今年第三季開放.uk泛用型網域名稱註冊

.uk國碼頂級網域名稱管理單位Nominet決定將於2014第三季開放.uk泛用型網域名稱註冊，co.uk的註冊用戶將得

到.uk域名的優先使用權。超過一千萬的.uk泛用型網域名稱將為當前現存且可匹配的co.uk或org.uk等同名域名註冊

用戶保留5年的時間，使用者們可以決定要沿用舊域名或是需要額外的泛用型新域名，若有相同域名欲申請，則以

co.uk有優先申請權。此外，Nominet還將提出多項包括提升.uk域名及網站之安�性、受理註冊機構合約修訂、及

註冊資料品質改善政策等新措施。

更多訊息請參閱http://www.nominet.org.uk/news/press-releases/nominet-ushers-new-era-uk-namespace

HKIRC推出.hk Lock提供更安�之網路安�保護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HKIRC)近期宣佈為.hk 域名註冊人推出LOCK服務，目的為.hk及.香港域名增添多一重

保障，避免不法份子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竊取資料，利用域名從事網上非法活動。持續不斷上升的網絡安�威脅已對

不同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各界逐漸意識到域名系統是需要一項更�面的保安措施。若域名一旦被劫持，不法份

子便可將網站流量導至其他預設的地方，意味著網站和服務將受他人控制，直接影響業務發展及公司聲譽，可能造成

無可挽救的損失。

更多訊息請參閱https://www.hkirc.hk/useHKLock/index.html

2013年俄羅斯停用2,187個惡意.ru及.POI  域名

.ru域名註冊管理單位Coordination Center for TLD RU與一家網路安�公司Group-IB共同合作搜尋惡意活動之.RU
及.POI 域名網站，打擊犯罪行為，包括網路釣魚、未授權存取、散播惡意程式和控制殭屍網路。2013年12月Group-
IB共發出91個域名停用通知給.RU受理註冊機構，經處理共有83個惡意域名遭停用，另8個域名在使用者移除惡意

軟體之後，保留使用。57%被監控的惡意域名與網路釣魚有關，然而散布惡意程式的網站僅佔13%。2013年整年度

Group-IB發出2,315個域名停用通知，停用2,187個惡意域名。

更多訊息請參閱http://cctld.ru/en/news/news_detail.php?ID=5401

國際知名企業一次取回182個爭議域名，創新紀錄

知名義大利精品公司Gucci近日在一次域名爭議仲裁中取回guccibyhabitjp.org等182個域名，成為域名爭議處理史

上最多域名判決轉移的案件。申訴人表示係爭域名被用來販售申訴人的產品，且這些域名在Whois資料有造假之嫌，

主要是因為這些域名的註冊人地址顯示”Boise, New York”，但實際上紐約州並沒有Boise這個城市。Gucci在去年

6月也曾在一起域名爭議處理案件中，取回165個域名。另外，知名入口網站雅虎公司也於近日提出域名爭議，取回

ymail.com.co。ymail.com.co註冊於2013年8月，晚於雅虎的ymail.com，爭議處理機構認為系爭域名有惡意註

冊之嫌疑，企圖造成混淆雅虎之客戶，導致雅虎公司之商業利益損失，因此裁定雅虎公司勝訴。

更多訊息請參閱http://www.wipo.int/amc/en/domains/search/case.jsp?case_id=2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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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四季前10大ccTLD頂級國碼網域名稱 (單位: 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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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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11月，�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達2億7千萬，較同年8月成長約2% (約
530萬筆註冊)，其中最大的增加幅度來自國碼頂級域名(ccTLDs)，達3.8%的成長，而通用型頂級域名(gTLDs)的註冊

數則持續下降。ccTLD市占率持續增長，超過了45%，前20大ccTLD註冊量約佔整體ccTLD的82%，也相當於�球所

有域名註冊數的37%。前20大ccTLD在這一季以.cn成長幅度最高，達13.1%，其他依序為.ar (6.3%)及.us (3.2%)，.
us也因大幅的成長，使得排名往前一個名次(第15名)，超越.ch。.tk以不同以往的商業模式運作，註冊數量已超過

2,060萬，維持第一。

資料來源：centr.org；www.verisigninc.com

● 2013年第四季�球gTLD與ccTLD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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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4季�球重點網路會議

IETF第89次會議 
地點: 英國 倫敦

日期: 2014年3月2-7日
http://www.ietf.org/
meeting/89/index.html

APRICOT 2014
地點: 馬來西亞 Petaling 
Jaya
日期2014年2月18-28日
http://2014.apricot.net/ 

APNIC第37次會議

地點: 馬來西亞 Petaling 
Jaya
日期2014年2月24-28日
http://2014.apricot.net/ 

APTLD會議

地點: 馬來西亞 Petaling Jaya
日期2014年2月20-21日
http://www.aptld.org/ 

ICANN第49次會議

地點: 新加坡

日期: 2014年3月23-27日
http://singapore49.icann.org/en/

CENTR第51次會議

地點: 瑞典 斯德哥爾摩

日期2014年3月12-13日
https://www.centr.org/G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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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ome Online 網站創立於1996 年，1998 年 7 月成立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自 2000 年起經營網域名稱註冊服務，買網址頻道提供國內「.tw 網址」之註冊業

務。目前 PChome 已經是�台首屈一指的綜合網路服務商集團，以電子商務和入口網站業務為使用者提供最在地、

最優質的網路服務，同時是首家於台灣證交市場掛牌的網路服務公司。

.tw/.台灣受理註冊機構簡介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PChome Online Inc.)

經營領域：

1. 電子商務

● 線上購物

 為B2C網路商城「PChome 線上購物」，當網站上接受來自消費者

 訂單後，進入將訂單轉發給廠商處理的轉單模式，結合供應商開發

 與管理、商品資訊管理、金物流與客戶服務，超越傳統零售業之營運

 模式。

● 24h購物：首創�台24小時宅配到家的服務

 2007年初推出�球首創 「24小時到貨專區─PChome24h購物」，

 樹立台灣電子商務發展的�新標竿，因快速送達的服務和穩定規律的

 到貨時間，逐漸改變台灣使用者的消費行為。

3. 集團企業

● 商店街市集：�台聚集超過15,000家網路商店的平台

 以「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雲端服務為架構，是繼台灣發展

 B2C及C2C電子商務平台後，為中小企業電子商務化而創造的新型態

 網路營運模式，帶領實體店家走向虛實整合。

● 露天拍賣：擁有超過3,700萬物件的網路賣場

 是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eBay Inc.公司

 於2006年9月共同合資所成立的網路拍賣服務平台。目前�站的商品物

 件數超過5千萬件，是台灣最大的網路交易市集。 

● �球購物：台灣出貨至�球105個國家

 PChome�球購物推出繁體中文站與簡體中文站，結合PayPal、支付寶與EMS中華郵政等金物流夥伴，由台灣出

 貨送達至�球105個國家，並於2012年2月成立英文網站，將服務對象從海外華人擴及歐美地區與非華文市場。

2. 入口網站

 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提供各�免費及加值網路服務，包括電子信箱、相簿、個人新聞台、Kaza隨手拍、新

 聞頻道、股市頻道、簡訊、虛擬主機、買網址等，創造了廣大的會員數與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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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屋網：�台買屋賣屋物件數最多的網路房仲平台

 樂屋網為PChome Online與台灣5大房仲品牌，包含：21世紀不動產、太平洋房屋、中信房屋、住商不動產、信

 義房屋於2008年4月共同合資成立，整合多家指標性房仲，呈現最完整的專業委託物件與交易資訊，至今為�台物

 件數最多的聯賣房仲平台。

● 連科通訊：提供skype網路電信服務

 2004年與Skype Technologies S.A. 正式合作推出 PChome & Skype服務，以P2P網路電話服務正式進軍網路電

 話市場，成為Skype�球第一個合作夥伴。提供�球免費的Skype to Skype語音與視訊通訊功能、手機簡訊以及

 便宜撥打�球市話和手機的SkypeOut等服務。

● Like來客：O2O電子商務服務

 透過「Online虛擬通路購買、Offline實體店面兌換」的O2O�新商業模式，發掘在地店家的特色及優勢，讓商家

 可利用最低的行銷成本，將網路人潮帶入實體店面。 
● PChomePay支付連：台灣網路第三方支付服務

 第三方支付服務，買家透過支付連付款給賣家，購物付款更安心；賣家透過支付連收款，增加賣場信賴度及收款

 的管道，管理對帳出貨也更有效率。用戶帳戶中的餘額，已委由銀行提供100%足額履約保證，用戶可隨時將支付

 連帳戶裡的餘額提領至指定的銀行帳戶，也可以使用支付連帳戶餘額購買其他商品。

● PChome US：服務北美華人購物網站

 提供北美華人專屬的電子商務服務，販售中文化介面3C商品及與台灣同步的華文新書和雜誌期刊以及各式生活用

 品等9大�商品，商品由台灣出貨，下訂後平均3-5工作天即送達至美國50州，並於2012年6月新增加拿大各省為服

 務腹地。

公司願景：

「堅持創新，創造價值」為網路家庭的核心企業精神！網路家庭相信唯有運用網路技術與應用創新，才能為網路使用

者持續創造更多的價值、利益與創新的使用經驗。未來除了在台灣提供在地化且多元精緻的網路服務外，亦將協助台

灣中小企業向�球商務市場和消費者行銷商品，打造台灣品牌的知名度，期以台灣最佳綜合網路服務商之標竿地位，

引領台灣加入�球新商務時代。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105號12樓
網址：www.pchome.com.tw

資料來源：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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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New Century InfoComm Tech Co)

新世紀資通為遠東集團所主導的固網電信業者，已於2009年併入遠傳電信，為業界整合

行動通訊、固網服務、網路資訊的電信領導廠商。本公司以打造無所不在的資通生活為已

任，期許帶給企業最完整的電信資通解決方案。

遠傳電信為國內資通訊與數位應用服務之先驅，以誠信、主動、創新、當責與團隊合作為核心價值。自1997年成立

以來，秉持「只有遠傳沒有距離」的品牌精神，並以「突破競爭、創新營運、堅石承諾」的精神自許，持續求新求

變。

隨著智慧型裝置急遽成長，遠傳電信持續投入大量成本加強網路建設，積極提升行動網路的速度及品質，並進行基地

台升級及擴頻。遠傳電信旗下包括新世紀資通、�虹通訊、德誼數位科技、安源通訊、數聯資安等公司，實力串連

ICT上下游，更與�球最大電信業者-中國移動簽署「業務合作框架協議」、且與亞太地區行動通訊聯盟Conexus與國

際電信巨擘Vodafone結盟，跨越五大洲藩籬。未來，遠傳將以台灣為樞紐，持續向亞太區域乃至歐美紐澳發展，強

化國際間電信服務品質與通訊平台服務。

在102年5-7月NCC測速報告中，遠傳3G上網服務於�國22縣市中奪得第一(含12縣市下載、14縣市上傳速率第一)。
又於4G標案中，取得最大連續頻寬給客戶(囊括A2、 C3、C4三個頻段，是唯一擁有20 MHZ連續頻寬的電信業者)，
將提供客戶體驗4G- LTE時代的最高使用效能，網路速度將最快也最穩定。同時遠傳也不斷致力於提升客戶滿意度，

2013年一舉榮獲遠見雜誌傑出服務獎、壹週刊「第10屆服務第壹大獎」行動電話與固網通訊�別第一名、與工商時

報服務大評鑑首獎三冠王，優質服務表現受到各界肯定。

�方位資通訊整合專家─遠傳企業暨國際事業群

以最專業優秀的團隊，先進的科技，量身訂做的整合服務，不斷推出創新的資通訊及雲端解決方案，同時兼具合理的

設置成本與經濟效益，已為逾千家企業客戶進行專案建置導入與相關加值應用，服務產業遍及：高科技及傳統製造、

金融證券、資訊科技、遊戲與電子商務、觀光餐飲、運輸物流、連鎖通路、醫療、法律會計顧問、政府及學校等，都

因有遠傳提供之電信整合方案，成功地在市場上開創出與眾不同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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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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方式：

網址：域名申請 rs.seed.net.tw，完整服務介紹請上 www.fetnet.net/enterprise
連絡電話：企業客服專線 4499-365 (�省直撥，手機加02)

資料來源：遠傳電信‧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企業�方位解決方案

遠傳電信體貼創業頭家的艱辛，特別規劃『中小企業創業贏家方案』，以高品質的服務及超優惠的價格，滿足企業創

業初期所需的整體資訊需求，降低中小企業營運成本，適合精打細算的小型企業或SOHO族！

六大服務一次擁有，單一窗口一站式服務，幫助創業頭家輕鬆變贏家！

● 企業光纖高速上網服務：依需求選擇6M/2M～100M/100M速率

● 遠傳雲端企業郵件服務：1GB防毒防垃圾信箱 5個
● 傳雲端虛擬主機服務：免費2G空間/ 40G流量

● 遠傳企業儲存雲：免費10GB空間/5組使用者帳號

● 遠傳商務影音雲：二年免費體驗(可錄製5分鐘)
● 網域名稱：『.tw』任一�型網址一年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