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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型塑.tw/.台灣之品牌形象並連結.tw/.台灣網域名稱之應用，本中心辦理包括「網路創業故事」、「域名有意

思、響亮SLOGAN 競賽」與「形象廣宣品設計競賽」等競賽活動。「網路創業故事」匯集網路創業經驗，將創業

者的創業過程及運用網站經營模式分享，作為有興趣投入網路創業者最佳的經驗傳承，並藉此認識網域名稱為網路

創業不可輕忽的投資，強化網域名稱對網路品牌及網站經營的重要性，網路創業故事活動網站：www.twnic.net.
tw/2014ebiz。「域名有意思、響亮SLOGAN競賽」及「啟動視覺飆創意 TWNIC形象廣宣品設計競賽」以「.tw/.
台灣」為題，徵求彰顯「.tw/.台灣」域名服務特性及品牌形象的標語口號及廣宣品，以使「.tw/.台灣」域名更多元

化，更貼近大眾，「域名有意思、響亮SLOGAN競賽」活動網站：www.twnic.net.tw/2014slogan；「啟動視覺飆

創意 TWNIC形象廣宣品設計競賽」活動網站 www.twnic.net.tw/2014adv。

型塑.tw/.台灣之品牌形象



2014 Summer Issue

2

國際域名消息

美國政府宣布移交網域名稱部份核心功能

美國商務部所屬之國家電信與資訊管理局(NTIA)於3月14日宣布將移交ICANN的監督權給全球多方利益共同體

(Multistakeholder Community)，並要求ICANN召開相關會議並廣邀全球網際網路治理之多方利益社群，制定一能

獲得國際社會廣泛支持之治理權移交方案。NTIA此一聲明代表全球域名即將走完網域名稱系統私有化的最後一哩，

邁向全球多方共治共營的里程碑。美國商務部表示交接計畫必須得到廣泛大眾支持，並且符合四個原則，包括支持

並且加強多方利益相關體模型(Multistakeholder model)；維護網際網路域名系統(DNS)的安全性、穩定性及可恢復

性；滿足全球消費者與IANA合作者的需要與期待；及保持網際網路的開放性。外界期盼NTIA此舉可促使公開、透明

及平等之網際網路形成，同時支援建構網際網路的「多方共治」模式，促進網際網路蓬勃發展。ICANN總裁暨執行

長Fadi Chehadé在稍後的新加坡會議中表示美國政府的這個決定證明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可以一起管理一個無國

界的全球性資源。在未來移交的過程中，ICANN將會讓大眾與各社群一起參與與共同協商。更多相關資訊，可參閱

www.ntia.doc.gov；www.icann.org。

APTLD國際化域名(IDN)註冊服務調查

APTLD於今年5月公布一項國際化域名(IDN)註冊服務調查，調查時間是今年2-4月，對象是APTLD會員，計有16個會

員回覆問卷。調查發現多數的會員是在2009-2011年間提供IDN註冊服務，有15個會員(佔94%)已提供IDN註冊服務，

唯一目前尚未提供的.tj (塔吉克)也正在考慮中。調查也顯示APTLD會員對IDN註冊略高於預期，認為用戶對於IDN的

認識還有努力的空間，還需其他相關技術與服務搭配，以使IDN註冊可以更全面。更多相關調查結果，可參閱APTLD
網站: http://www.aptld.org。

APTLD (Asia Pacific Top Level Domain Association) 正式成立於2003年，會員主要為亞太地區的國碼管理單位，

整合亞太區域的意見及資源，發揮全球影響力，積極提升亞太網域名稱相關組織的重要性。

網站啟用IPv6早鳥搶好康

為鼓勵.tw/.台灣域名註冊人儘早將網站啟用IPv6，本中心提供

IPv6快速設定服務，並設置「每月早鳥設定獎」及「滿百即抽」

活動。每月完成IPv6 Reverse Proxy設定前10名即可獲得早鳥好

康獎品；另外，凡設定狀態合乎資格者每滿100名，即舉辦一次抽

獎。活動詳情請參閱ipv6web.twnic.net.tw/promotion。



Watch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3

● 2014年2月前20大ccTLD頂級國碼網域名稱 (單位: 百萬)

國碼頂級網域名稱全球市佔率微幅成長

依據全球相關單位統計，截至2014年2月，全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達2億7,450萬，較去年11月成長約1.6% 
(約440萬筆註冊)，其中最大的增加幅度來自國碼頂級域名(ccTLDs)，達3.1%的成長。通用型頂級域名(gTLDs)全球

市佔率持續下降(54.2%)，而ccTLD市占率持續增長(45.8%)，前20大ccTLD註冊量約佔整體ccTLD的82%，也相當於

全球所有域名註冊數的37%。前20大ccTLD以.cn成長幅度最高，達16.5%，其他依序為.tk (7.6%)及.ca (1.9%)，.tk
註冊數量已超過2,220萬，維持第一。

資料來源：centr.org；www.verisigninc.com
22.20托克勞群島 .tk

15.70德國 .de

10.60英國 .uk

10.30中國 .cn

5.40荷蘭 .nl

4.90俄羅斯 .ru

3.80歐盟 .eu

3.30巴西 .br

3.00阿根廷 .ar

2.80澳洲 .au

2.70法國 .fr

2.70義大利 .it

2.50波蘭 .pl

2.20加拿大 .ca

1.90美國 .us

1.80瑞士 .ch

1.70印度 .in

1.70西班牙 .es

1.50哥倫比亞 .co

1.40比利時 .be

● 2014年2月全球gTLD與ccTLD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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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2季全球重點網路會議

AfTLD 會議

地點: 吉布地

日期: 2014年5月31日
http://www.aftld.org

2014 TICAL會議

地點: 墨西哥 坎昆

日期: 2014年5月26-28日
http://tical2014.redclara.net

ICANN第50次會議

地點: 英國 倫敦

日期: 2014年6月22-26日
http://london50.icann.org

APTLD會議

地點: 阿曼 馬斯喀特

日期2014年5月11-13日
http://www.aptld.org

Advanced Registry Operators 
Course And Africa Internet 
Summit
地點: 吉布地

日期: 2014年5月26-30日
http://www.aftld.org

NETmundial會議

地點: 巴西 聖保羅

日期: 2014年4月23-24日
http://netmundial.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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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訊 台灣固網

關於我們

台灣大哥大

台灣大哥大

台灣電訊

‧ 電信業唯一榮獲華爾街日報評選的台灣十大最受尊崇企業

‧ 唯一連續6年由消費者票選，獲得讀者文摘信譽品牌金獎的行
 動通訊公司

‧獲得「天下雜誌」頒發「台灣最佳聲望標竿企業」評選為電

 信業第一名

‧第三度蟬聯「天下雜誌」評選「天下企業公民獎」

‧ 具備長期服務跨國企業的經驗與資源

‧大中華地區數據通訊服務、企業內部網路通信服務的領導廠商

台灣固網

‧ 第二大固網與國際電話(IDD廠商)

‧IDD機房通過 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 品牌大實力

台灣固網於2000年5月成立，於2007年12月由台灣大哥大完成併購，成為電信史

上的黃金組合―具備跨國經驗的台灣電訊，數據網路專家台灣固網，以及行動通信領導品牌台灣大哥大，以上共組成

為「台灣大哥大商務服務」。台灣大哥大商務服務為最具國際性的在地整合，且提供企業資訊、通訊相關技術整合系

統及一次到位服務的專業團隊。具備堅強實力、在各領域中經驗豐富的台灣大哥大商務服務，從客戶的需求與立場思

考，以嚴謹的服務態度，及高效率的回應能力，量身訂做最好的資訊通訊整合方案，幫助客戶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創造最大利潤。最佳的實力夥伴-台灣大哥大商務服務，隨時隨地與企業打拼在一起，建構卓越前景。

● 專業，就是實力的保證

.tw/.台灣受理註冊機構簡介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Fixed Network Co., Ltd.)

● 創新整合永無止境

幫助客戶創新，我們必須先創新自己！台灣大哥大商務服務不斷思考、改革、創新，只為提供客戶在語音、數據、行

動、網際網路以及資通整合上，更好、更完整的產品與解決方案，與客戶並肩作戰，共創更高利潤！

創新智能

- 2011-08 正式發表行動生活、數位內容、智慧生活、智慧企業四大智慧雲計畫，為企業及個人用戶提供最佳雲端

 匯流服務

- 2010-07 推出業界功能最齊全的網路監控服務―資安大管家。以通過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服務認證的資安監控

 中心(SOC,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為核心，結合經驗豐富的資安管理團隊，提供企業客戶及政府機關全球

 資安預警通報、即時監控、弱點掃瞄、安全評估及應變處理之完整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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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服務

- 2013-11 台灣大哥大IDC雲端機房正式啟用，成為台灣第一個獲得Tier III的機房

- 2013-01 推出運算雲服務，除了雲端主機外，也提供線上快速彈性的變更您雲端主機(VM)運算規格，滿足您水平

 與垂直擴充系統服務的需求；快照備份機制更讓您安心使用

● 用實力搏感情，專業做見證

服務至上，客戶需求放在第一

- 2013-10 台灣大蟬聯2013「台灣最佳聲望標竿企業」電信服務業龍頭

- 2013-05 榮獲《讀者文摘》「信譽品牌」電話服務(固網或行動)金獎，為連續第10年獲消費者票選肯定  
- 2012-11 榮獲《壹週刊》第九屆「服務第壹大獎」《行動電話&固網通訊類》第二名

- 2012-08 連續第六年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為非製造業之冠

注重資安，客戶資料密上加密

- 2013-09 首度獲得ISO 14064-1外部查證證書

- 2011-09 正式通過「ISO/IEC 27001國際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及「NCC ISO/IEC 27011增項稽核」驗證，驗證範圍

 之廣度與流程之全面性為國內電信業之最

用心管理，服務穩定值得信賴

- 2013-06 台灣大哥大「七連莊」 勇奪亞洲公司治理雜誌「亞洲區最佳楷模企業」桂冠

- 2012-06 連續第六年榮獲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雜誌「亞洲地區最佳公司治理獎」

- 2012-05 榮獲FinanceAsia 2012亞洲最佳公司票選之最佳管理公司、最佳公司治理、最佳投資人關係、最信守配

 發高股利承諾企業

聯絡方式：

網址：www.twmsolution.com
免付費客服電話：0809-000-809

資料來源：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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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Chunghwa International)

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在民國八十六年獲交通

部頒發第一類電信執照，並以堅強的技術及經營團隊，

開始擴展經營項目，進入電信加值服務、網路電話、電子商務等通訊與 網路整合服務之領域，民國九十一年取得交

通部 ISR 語音轉售執照，九十三年取得網路電話服務執照，致力於成為立足台灣。

經營領域：

服務介紹：

- yoyo8大量簡訊傳送：即時及預約發送、定時定量發送、WapPush 發送、個人化簡訊、多樣化罐頭簡訊、紀錄查

 詢及下載、發送紀錄統計、通訊錄管理、群組管理、地區管理、單批次上傳、雙主機及路由，操作簡單、快速、

 方便、功能眾多、系統穩定，簡訊發送最佳選擇 。
- 企業型簡訊廣告: 企業採用簡訊方式廣告行銷、最新訊息通知、活動宣傳等，快速、精準又節省成本，可透過 API 
 介接或線上發送，操作簡單又快速。

- 長碼雙向簡訊回覆: 擁有專屬簡訊發送門號，可透過API介接或線上申請設定，回覆簡訊完全掌握，適用項目： 試
 用品索取系統、投票系統、抽獎活動、問卷回覆、活動內容維護、活動結果查詢等。

- Data mining資料庫簡訊行銷: 從資料庫依指定條件進行搜尋，例如: 25-50 歲、男性、住台中市東區，像這樣從

 資料庫中取得名單，就像『採礦』，從礦山中開採出黃金一樣，所以我們稱之為『Data mining』，而依此名單

 來發簡訊就稱為資料庫行銷簡訊。為什麼要先設定條件來發簡訊呢？與其漫無目的亂發簡訊，引起民怨，不如針

 對有效的族群，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這些名單一定是有效的，因為這些資料庫每天都有人在維護和更新。

- 網址註冊: 2013年授權代理.tw / .台灣網域名稱註冊服務，提供個人、公司、大量註冊、保護商標與關鍵字等服

 務。

- 主機代管: 我們提供虛擬主機、VPS、私有雲、公有雲、HA高可用性架構、CDN內容傳遞網路。平台規劃、維

 護、架構移植、SEO/SEM 搜尋引擎關鍵字行銷。Google/Yahoo/MSN/Facebook關鍵字管理。ERP軟體支援，

 ERP導入。

節費電信服務 

● 行動電話節費APP-VOVO
● 網路電話 
● 080號碼節費電話 
● 國際電話卡 

電信加值服務 

● IVR語音加值服務
● 55123互動簡訊服務
● yoyo8 大量簡訊 
● 資料庫行銷
● 3G影音加值服務 

金流服務 (PePay)

● Phone pay、電信帳單代收付費 
● 簡訊、語音付費
● 信用卡(PayPal、大陸金流收費) 
● 超商代收、ATM轉帳收費 

遊戲平台服務 
● 線上娛樂加值服務平台
● 網路、手機遊戲
● 活動舉辦 
● 遊戲解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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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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題網路行銷: 與多項專有主題網站有廣告推播。isCar.tw (台灣最炫汽車blog網站)、t-classical.com (台灣最大

 古典音樂網)、NBA.com 主要網站精彩片段影音推播(每天提供約1Tb網站流量)、justwomen.tw 女人知己(台灣

 知名以為主題的健康，醫美，消費網站)

服務平台：

願景：

- 整合最新的通訊與網際網路技術。

- 成為最大通訊網路加值內容整合服務的提供者。

- 提供更多樣化的加值應用服務，滿足客戶的需求。

- 密切結合國外通訊網路經營業者，達成全球化經營目標。

聯絡方式：

台北總公司 台中分公司

地址：221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00號22樓B棟 地址：406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91巷29號1樓
網址：www.ccnet.com.tw 電話：(02) 77456159    傳真：(02) 77080707
DN網站：dn.ccnet.com.tw
信箱：ccnetservice＠ccnet.com.tw
電話：(02) 26967890 傳真：(02) 26963696

資料來源：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pepay.com.tw線上金流 

yoyo8.com.tw大量簡訊

erpnext.tw開源線上ERP系統

 哪裡去.com吃喝玩樂哪裡去？評價網。

 55123.com.tw互動簡訊

 vovoice.net行動電話節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