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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域名註冊服務 套裝服務彈指即成

為提供更完整的網域名稱註冊服務，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自2015年起推出一站式域名註冊服務

(one-stop services)，從註冊『網域名稱』到『網頁版型』、『網頁空間』、『DNS代管』

及『專屬電子郵件信箱』等完整套裝服務，只要簡單設定，專屬網站及專屬域名的電子郵件

信箱彈指即成。

服務說明:整合網域名稱註冊、專屬網站(網頁版型、網頁空間、DNS代管)及專屬電子郵件信

箱等各項服務， 以符合使用者註冊域名快速架站及啟用專屬電子郵件信箱之需求。

適用對象:

1. 凡完成繳費正常使用中之.tw/.台灣網域名稱任一類型皆可適用 (不含屬性中文網域名稱)。 

2. 建議網域名稱目前尚未開通啟用，或未設定網域名稱專屬電子郵件者使用。

3. 使用本服務，須先至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完成一站式服務DNS設定申請。

更多服務內容請參閱http://onestop.twnic.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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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台灣網路趨勢系列講座

國際域名消息

新通用頂級域名是顛覆式創新嗎？

隨著域名市場的擴張，近幾個月以來，科技網路

界不斷出現有關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 可

能帶來之商機、競爭以及威脅的探討。顧問公司

LogicBoxes 建議頂級國家域名註冊局可在掌握通

路、建立旗艦店面、商業程序自動化、以及提供加

值服務等四個層面上著墨，以鞏固及持續發展既有

市場。

Domain Mart 執行長 Alex Tajirian 則以「顛覆式

創新」的概念探討新通用頂級域名以及 .com 之間

的關係。顛覆式創新可用來分析當新成員進入特定

市場，與既存成員之間的拉鋸戰，作者舉出幾個例

子，如 Craigslist 與分類廣告、Skype 與遠距離語

音電話、Wikipedia 與百科全書、Uber 與計程車

等。以新通用頂級域名以及 .com 來看，Tajirian 用

兩個面向來探討 : 新展品是否削弱既存產品的表現、

降低價格或促進更多潛在使用者進入市場 ? 以及既

網路急遽發展，網路應用也不斷創新與進化，歡迎參

加「.tw/.台灣網路趨勢系列講座@台北x台中」，透

過各領域專家對現今網路趨勢的觀察及分析，一起掌

握網路發展潮流與機會。

.tw/.台灣網路趨勢系列講座@台北
八月起，每月最後一個周五14:00

日期: 8月28日、9月25日、10月30日、11月27日、

         12月25日

地點: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tw/.台灣網路趨勢系列講座@台中
八月起，每月第三個周五14:00

日期: 8月21日、9月18日、10月16日、11月20日、

         12月18日

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

存產品是否有反擊的動機以及能力 ? 並模擬六種可

能的情況，以域名是否為品牌、是否已註冊 .com、

以及是否在市場上販售為變項，逐一探討。六種情

況中，有一半的情況 Tajirian 認為有顛覆式創新發

生的可能，域名是否已註冊 .com，以及是否於市

場販賣，是主要影響因素。

延伸閱讀 : 

For ccTLD Registries: 4 Steps to Guaranteed 

Success 

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150617_

for_cctld_registries_4_steps_to_guaranteed_

success/

Do New gTLDs Disrupt .com?

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150819_do_

new_gtlds_disrupt_com/

報名請詳閱活動網站: 

www.twnic.net.tw/2015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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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 Google 搜尋中高度相關的域
名勝過成千上萬的關鍵字

一項 Google 搜索結果排名在前 30 的一萬個關鍵

字的綜合性研究發現關鍵字在搜索引擎優化 (SEO)

的重要性越來越低，然而短期和高度相關的域名在

排名上的價值相關於成千上萬的關鍵字。

Searchmetrics 的研究指出高度相關的內容、社群

媒體連結及好的域名是獲得 Google 搜尋排名的最

重要因素。研究指出域名是搜索結果的重要因素，

並具有較高搜索優化能見度的域名可獲得較高的排

名。研究中還發現越短的域名較易獲得較高的搜尋

排名，排在搜尋的第一筆資料多保留給最短的域

名，首頁通常也有較高排序。

雖然 Google 表示社群媒體連結不會直接被當作搜

尋排序的指標，但研究指出排名較高的域名通常擁

有較多的社群媒體連結，且認為社群媒體連結在直

接流量、品牌知名度及域名整體線上表現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好的網站內容在社群媒體中表現較優，

搜尋引擎希望想要認可並呈現好的、相關的、及即

時的內容。

資料來源：http://www.domainpulse.com/2015/

08/30/highly-relevant-domain-names-worth-

thousands-of-keywords-in-google-search-

study/

網站下載速度將影響品牌信任感

根據 Neustar 最新研究，當網頁下載速度太慢，近

六成七消費者認為會影響會對此品牌的信任感，其

他影響品牌信任感的因素還包括行銷內容及太簡易

的驗證機制，報告認為品牌信任感的建是使用經驗

的直接結果。

報告中還指出包括超九成的消費者認為錯誤內容會

影響品牌信任感，五成五消費者無法接受網頁內容

受到廣告的干擾，五成二無法接受因廣告被重新導

向其他網站。當網頁的表現不佳，七成八消費者會

擔心該公司的安全性，六成九會因為安全顧慮而離

開該網頁，六成九會因網頁下載速度太慢而影響到

對品牌的信任感。

六成三對於曾經遭受資料外洩的品牌無法信任，即

便是一年之後，仍有半數的消費者對該品牌還維持

負面印象，五成五無法信任無安全機制的網站，例

如沒有雙重驗證。

Neustar 行銷長 Lisa Joy Rosner 認為在現在永遠

開機、隨時連線的世界，線上店面是消費者對這公

司第一且唯一的接觸的地方，消費者期待品牌的網

站隨時隨地提供正確、即時的資訊，因此最重要的

是消費者對於分享跟此品牌相關的任何資訊應是在

安全可靠的要求下。隨著消費者在網路上耗費大量

時間及金錢，一個值得信任的數位品牌是不可或

缺的。Neustar 的報告認為如果品牌未能整合行

銷、技術及安全的規劃的話，將會面臨一場惡戰，

因為投入無數的資源來建立無縫的消費者經驗卻

得到沒有任何意義的結果。Neustar 資安長 Mark 

Tonnesen 認為提供一個特殊的品牌體驗不僅取決

於公司的行銷計畫 ; 每一個經手數位資產的員工都

該成為該品牌的管家。

資 料 來 源：https://www.neustar.biz/about-us/

news-room/press-releases/2015/ponemon-

press-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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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網域名稱數量微幅成長

依據全球相關單位統計，截至2015年第2季，全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

達2億9,380萬，較前一季微幅成長約0.2%，主要是因為部分既有gTLD數量

減少，以及單一ccTLD因2014年註冊政策改變造成域名數量大幅下降。New 

gTLD註冊總數已近600萬，已有約650個New gTLD提供註冊服務，較上一季

成長32%，成長約140萬筆域名，使得New gTLD市佔率由前一季的1.7%提高

至2.0%，然多為免費提供註冊的頂級域名。

前20大ccTLD註冊量約佔整體ccTLD的81.30%，由Freenom負責經營，提

供免費註冊的.tk(托克勞群島)仍是全球註冊數最多的ccTLD，已超過2,860

萬，其次為1,590萬註冊數量的.de(德國)。單季成長幅度以.cn(中國)最高，達

2.7%，.br (巴西)及.pl (波蘭)分居二、三名，分別為2.4%及2.3%的成長。

截至2015年6月New gTLD已有近600萬註冊數量，其中500萬註冊分布在

600多個New gTLD中，其中僅有約100個New gTLD域名數量超過1萬筆。

前5大New gTLD分別為.xyz、.网址、.science、.club及.party，前10大New 

gTLD約佔所有New gTLD 45.62%的註冊數量。

資料來源：centr.org；www.verisigninc.com

2015年6月全球gTLD與ccTLD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百分比 (單位: 百萬)

New gTLD
2.02%

Legacy gTLD
51.61%

IDN ccTLD
0.44%

ccTLD
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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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全球ccTLD頂級國碼

網域名稱註冊百分比 

(單位: 百萬)

2015 年 6 月全球 New gTLD

註冊數量百分比

.tk 托克勞群島
28.6

其他ccTLD
25.4

.de 德國
15.9

.cn 中國
12.0

.uk 英國
10.6

.nl 荷蘭
5.6

.ru 俄羅斯
4.9

.eu 歐盟
3.8

.br 巴西
 3.7

.au 澳
洲 2
.9

.fr 法
國 2
.9.it 

義大
利 
2.8

.pl
 波
蘭
 2.
6

.ca
 加
拿
大
 2
.3

.ch 瑞士 2.0

.co 哥倫比亞 1.8

.es 西班牙 1.8

.us 美國 1.8

.in 印度 1.5

.be 比利時 1.5

.jp 日本 1.4

其他 3,159,365  
54.38%

xyz, 937,339 , 
16.13%

网址
 (xn-
-ses5

54g)
, 

338,
042 ,

 

5.82
%

science, 303,399 , 
5.22%

club, 228,300 , 3.93%

party, 181,907 , 

3.13%

wang, 170,498 , 
2.93%

berlin, 151,223 , 
2.60%

top, 121,807 , 
2.10%

link, 114,162 , 
1.97%

xxx, 103,407 ,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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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3季及第4季全球重點網路會議

ARIN 36
地點:加拿大蒙特婁

日期:10/8-9
www.arin.net

LACNIC 24
地點:哥倫比亞波哥大

日期:9/28-10/2
www.lacnic.net

IGF 2015
地點:巴西若昂佩索阿

          (João Pessoa)
日期:11/10-13
www.igf2015.br

AFRINIC 23
地點:剛果黑角(Pointe Noire)
日期:11/28-12/4
www.afrinic.net

APNIC 40
地點:印尼雅加達

日期:9/3-10
www.apnic.net

IETF 94
地點:日本橫濱

日期:11/1-6
www.ietf.org

IETF 93
地點:捷克布拉格

日期:7/19-24
www.ietf.org

ICANN 54
地點:愛爾蘭都柏林

日期:10/18-22
www.icann.org

RIPE 71
地點: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

日期:11/16-20
ripe71.ripe.net

Africa Domain Name System Forum
地點:肯亞奈洛比

日期:7/6-8
www.aftld.org

APTLD
地點:印尼雅加達

日期:9/8-9
www.aptld.org

APIRA 12
地點:臺灣臺北

日期:9/17-18
www.twnic.net.tw/apir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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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台灣受理註冊機構簡介

GANDI https://www.gandi.net/ 是網域名稱註冊與雲端主機服務提供商，總部位

於巴黎，是全球前十五大註冊商之一。目前，Gandi管理了超過170萬個域名，提

供客戶可註冊的域名超過600種，並持續增加中。Gandi在巴黎(法國)、舊金山(美

國)、施特拉森(盧森堡)、台北(台灣)皆設有辦公室，以全天候服務使用不同語言的

客戶。至今，不管是個人、組織、中小企業、還是大型國際性企業等類型的客戶，

皆對Gandi投以高度信賴。客戶的權益與隱私是Gandi的首要考量，這些價值是

Gandi捍衛的目標。

Gandi不買廣告、不做虛假承諾的風格，正是 "no bullshit" 所要表達的核心理念。

另外，Gandi非常支持開源 (Opensource) 的精神，目前也以贊助的方式支援多項

專案，包括很受歡迎的影音播放軟體 VideoLan (VLC)，Gandi在巴黎提供了他們一

間辦公室，以及Gnome、Debian、Ubuntu Linux作業系統、及Taipei Hackerspace。

Gandi也會贊助開源大會，例如今年的PyCon、COSCUP、HKOSCon。Gandi還

開發了一套開源命令列介面-“Gandi CLI”，讓客戶可以利用Gandi的API輕鬆管理

域名、虛機、SSL憑證等服務。Gandi的客戶或經銷商皆可免費使用API。

G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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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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域名稱

每個在Gandi註冊的域名皆可享有：

完整的域名管理權限

5個免費的電子郵件信箱

1000個轉寄位址

一個單頁網站

一年期免費SSL憑證

DNS完整管理權限與DNSSEC

Gandi 佈於全球的DNS或您自己架設的伺服器

Simple Hosting半價優惠

域名應用程式介面(API)

Simple Hosting

支援多種程式語言：PHP、Node.js、Python、Ruby

儲存空間最多可達1TB

最高可承載5M瀏覽量

最多可連結100個域名

資料庫大小無限制

Gandi的服務

Gandi VPS

1至16個CPU核心

RAM 最高可達24GB

儲存空間最多可達16TB

頻寬自1至100 Mbit/s

各種Linux作業系統(CentOS, Debian, Ubuntu, 

OpenSUSE)Gandi Site

各種不同的方案以配合不同的需求(個人版方案、

進階版方案、商用版方案)

「所見及所得」編輯介面，新手也能輕易架站

許多高品質的版型供使用者直接套用

響應式設計讓網站在不同裝置上都能完美的呈現

支援電子商務工具

SSL 憑證

單一位址或Wildcard憑證

99%的瀏覽器可辨識

高達美金US$250,000的交易擔保

企業戶方案

額外提供140多種域名的註冊服務

專屬帳戶管理人

量身訂製的計價方案

當地聯絡人(trustee)服務

TMCH登錄服務與日升期域名註冊

可使用阻擋他人註冊商標域名的機制

聯絡方式
Gandi Asia Co. Ltd.

網址：https://www.gandi.net/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10號11樓之1

電話：02-2706-0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