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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台灣網路趨勢系列講座 @ 台北 x 台中

網路急遽發展，網路應用也不斷創新與進化，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特別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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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包括

「剖析網路行銷｣、「服務上雲端｣、「行動網站與

SEO｣、「大數據的創新應用｣與「網路社群｣等5個主

題。

本趨勢系列講座從今年八月起，每月最後一個周五於

台北、每月第三個周五於台中舉行，詳請可參閱活動

網站: http://www.twnic.net.tw/2015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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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起飛  網路創業e起追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匯集網路創業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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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續辦理「TWNIC網路創業故事競賽」，期能透過徵求「網路創業故

事」徵選活動，將每個團隊的寶貴經驗分享給其他同樣在創業領域中

努力的夥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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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活動經過激烈的評審團初選及複決選等階段，共選出18件作品

入圍，並於104年9月25日頒獎典禮活動上揭曉本屆得獎名單。

第一名 museum50.com.tw

第二名 funcamp.com.tw

第三名 yamol.tw

佳作 doggynet.com.tw; cwd.tw; aj2.com.tw

本活動前三名得主與知名網站創辦人亦受邀參與10月23日的「網路創

業達人面對面講座」，現身說法分享各自創業之路的機會與挑戰，從

網路創業的起源、創業團隊的組成、產品或服務的特色、到如何處理

創業過程所面臨的困境及機會等等，期能將不同團隊之寶貴經驗分享

給其他同樣在創業領域中努力的夥伴，作為有興趣投入網路創業者的

經驗傳承。

完整活動資訊，請參閱http://www.twnic.net.tw/2015e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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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活動」精選集：
第一名museum50.com.tw

每個網路創業團隊在其創業的過程必有其不為人知的故事及值得分享的經驗，如何利用具特色之網站經營

模式結合網域名稱來創造網站經營的價值，也是網站成功之關鍵。「2015網路創業故事徵選」第一名得主

為www.museum50.com.tw，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他的50年代博物館故事。

50年代博物館 / 張信昌
「從小不愛繁瑣的數學課，卻超級鍾愛橘色的數學習

作作業簿，喜歡將習作內一頁頁的8格空欄，變成我

的漫畫創作本，記得國小畢業時，我的數學習作手繪

漫畫是老師們爭奪的戰利品。事隔30年後，那個愛

塗鴉的小男孩卻成了懷舊商業設計師。

懷舊復古收藏，一直是從小就的興趣。創業之初利用

網路平台增加能見度，從部落格開始寫懷舊收藏文

章，進而受到網友喜愛開始懷舊設計之路。起初經

驗不足設計位能到位案子較少，中期強化懷舊設計本

能並專研歷史文物考究，慢慢累積經驗與歷史學能素

養，一步步從百貨商展、復古餐廳、手繪設計圖等開

始創業成功。

2013-2014著有2本懷舊書籍『台灣經典老玩』、『

台灣懷舊柑仔店』，百貨公司的懷舊商展，成了我畫

筆下懷舊商業空間的大畫布，台灣懷舊美食餐廳，更

是我實現童年街景的樂高玩具，把懷舊場景手繪設計

圖，變成一間間立體的用餐商店街，看見業主喜孜孜

的模樣，那是我最驕傲的工作成績單。

2012創業至今供作了超過100場懷舊商展與10家

以上的懷舊餐廳、博物館等規劃設計製作。並以作

品當做最佳廣告代言，黑松企業、日藥本舖、博物

館、懷舊餐廳....成為我最好的客戶群。

民國50年代台灣柑仔店所販售商品包羅萬象，因

為那時的經濟型態以務農為主，家家戶戶均飼養家

禽、家畜，所以柑仔店販售生活雜貨、日常用品、

糖果玩具不足為奇，甚至加售農藥、飼料、肥料或

人們使用的藥品等產品。在電話不普及的年代，柑

仔店的公共電話，也是外出遊子與故鄉家長聯繫的

所在地。

那個年代的柑仔店更像是一門小型的百貨行，不僅

如此，「它」更像是村民們情感維繫的生活聚所，

各種重大公告也大部分在此發布。

50年代的柑仔店，代表的不僅是賣家與買家的交易

行為，更是人們情感匯集、感情互動的交誼場所，

或許您來不及參與50年代柑仔店的風老歲月，但一

定要來感受一下這場擬真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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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心架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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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起，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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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著協助推展全國各界網際網路應用之普

及，以及協調資訊服務之整合、交換的宗

旨，TWNIC推出Fun心架站服務，提供國

小學生資訊教育課程使用，使國內網路應

用得以從小扎根。Fun心架站服務專為我

國國小4到6年級學生設計，提供免費申請

及使用至國小畢業止，在教師的指導下，

學生可以輕鬆架設個人專屬網站並實際體

驗e化生活。

目前有6款版型提供學生架站使用，紀錄

自己的生活大小事。Fun心架站服務網址

https://rs.twnic.net.tw/student.html。

本服務歡迎全國國小教師申請教學帳號，

請電洽本中心客服: 02-234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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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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域名消息

ICANN 都柏林會議 討論網路治理及問責機制

第十屆 IGF 強化網路與永續發展的連結

ICANN 第 54 次 會 議 於 10 月 18-22 日 於 愛 爾 蘭 首 都 都 柏 林 舉 辦， 此 次

ICANN 會議重點仍環繞著 IANA 之功能移轉議題上，接續上一次於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議後，IANA 功能移轉後 ICANN 的角色定位與其問責機

制的建立，成為都柏林會議的討論核心。ICANN 董事會主席 Steve Crocker

指出，此次 ICANN 54 會議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ICANN 與美國 NTIA 的

合約將於明年 9 月到期，依 ICANN 所設定的時程表，IANA Transition 的

整體建議方案預計將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針對 IANA 移轉後的結

構，將建議由 ICANN 和 IANA 之間以合約的方式保持委託關係；由 IANA

進行技術執行性的事務，而 ICANN 則進行政策性的事務。而為了維繫操

作 的 正 常 運 作，ICANN 也 將 成 立 客 戶 常 設 委 員 會 (Customer Standing 

Committee, CSC)，以及 IANA Function Review，以符合 CCWG 所設定

的問責原則 (ICANN Accountability)。然而就 IANA 移轉與 ICANN 原表述

的核心價值之一：主要任務是保護域名系統的安全性，穩定性和快速恢復性，

並經由預防、透明及和執法以推動消費者的信賴。以建立一般消費者信賴

(consumer trust) 的聲音，並未在 CCWG 的討論中納入，也被認為 ICANN

應考量的關切點之一。其他 ICANN 54 次會議相關資訊，請參考 https://

meetings.icann.org/en/dublin54/schedule-full。

第十屆網路治理論壇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今年 11 月於巴西

João Pessoa 舉行，超過 2,500 位來自各國的商業領袖、政府官員、網路技

術專家與公民團體參加。論壇主題涵蓋網路經濟、網路的多元性與開放性、

網路與人權、網安與信任以及強化多元利益關係人合作等範圍。ISOC 執行

長 Kathryn Brown 致詞時援引聯合國的 2030 年發展主軸，強調隨著上網

人口的增加，網際網路發揮的價值也呈倍數成長。將持續改變與轉化這個世

界，提供未來更多不同可能性，並加速人類生活發展、拉近數位落差，創造

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ISOC 相信網際網路是 21 世紀不可或缺的基礎賦權

工具，網際網路為社群與經濟創造機會，它是引領人們生活往正向改變的催

化劑。除了推動全球網路普及，Brown 也提到信賴議題，由於在網路發展

的同時，安全以及隱私的問題也層出不窮，降低人們對網路的信賴，像政府

監控、企業或政府資料庫外洩、商業公司侵犯個人隱私、大規模駭客行動等

等，再再讓網路使用者對網路本身產生疑慮。因此，重新建立對網路的信心

與信任也是當務之急。其他第十屆 IGF 會議相關資訊，請參考 http://www.

intgov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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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全球 ccTLD 頂級國碼網域名稱註冊百分比 

( 單位 : 百萬 )

2015 年 9 月 全 球 New 

gTLD 註冊數量百分比

全球域名發展現況

2015 年 9 月全球 gTLD 與 ccTLD 頂級

網域名稱註冊百分比 ( 單位 : 百萬 )

依據全球相關單位統計，截至 2015 年第 3 季，

全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達 2 億 9,840

萬，接近 3 億大關，較前一季微幅成長約 1.6%，

其中 ccTLD 及傳統 gTLD 成長約 1% 左右，而

New gTLD 成長達 28.7%，總數已近 800 萬，

市 佔 率 由 前 一 季 的 2.0% 提 高 至 2.6%， 然 即

便 New gTLD 快速增長，相關非正式報告顯示

New gTLD 的使用及知名仍相對不高。

前 20 大 ccTLD 註 冊 量 約 佔 整 體 ccTLD 的

81.34%，提供免費註冊的 .tk ( 托克勞群島 ) 仍

是全球註冊數最多的 ccTLD，約 2,860 萬，其

次為 1,600 萬註冊數量的 .de ( 德國 )。單季

成長幅度以 .cn ( 中國 ) 最高，達 4.38%， 

ccTLD; 
135.90;
45.54%

New gTLD
7.70
2.58%

Legacy gTLD;
153.50;
51.44%

IDN ccTLD;
1.30;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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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LD
25.6

.tk 托克勞群島
28.6

.de 德國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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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fr 法國 3.0

.it 義大利 2.8

.pl 波蘭 2.6

.ca 加拿大 2.4

.br ( 巴西 )、.pl ( 波蘭 ) 及 .ru ( 俄羅斯 ) 分居二、三、

四名，分別為 1.68%、1.67% 及 1.08% 的成長。

截至 2015 年 9 月 New gTLD 已有近 765 萬註冊數量，

前 5 大 New gTLD 分別為 .xyz、.top、. 网址、.science

及 .wang， 前 10 大 New gTLD 約 佔 所 有 New gTLD 

44.09% 的 註 冊 數 量。 資 料 來 源：centr.org；www.

verisigninc.com

xyz, 956,056 
12.61 %

其他 4,278,278  
54.38 %

top, 538,005 

7.03 %

网址 (xn--ses554g), 

366,815 

4.79 %

science, 324,890 
4.25 %

wang, 270,988
3.54 %

club, 269,504 

3.52 %party, 207,135

2.71 %

link, 154,965 , 
2.03 %click, 153,799 

2.01 %

win, 122,659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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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4季及2016年第1季全球重點網路會議

ARIN 36
地點:加拿大蒙特婁

日期:2015/10/8-9
www.arin.net

LACNIC 24
地點:哥倫比亞波哥大

日期:2015/9/28-10/2
www.lacnic.net

IGF 2015
地點:巴西若昂佩索阿

日期:2015/11/10-13
www.igf2015.br

AFRINIC 23
地點:剛果黑角

日期:2015/11/28-12/4
www.afrinic.net

IETF 94
地點:日本橫濱

日期:2015/11/1-6
www.ietf.org

ICANN 55
地點:摩洛哥馬拉喀什

日期:2016/3/5-10
meetings.icann.org

ICANN 54
地點:愛爾蘭都柏林

日期:2015/10/18-22
www.icann.org

RIPE 71
地點: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

日期:2015/11/16-20
ripe71.ripe.net

APRICOT 2016/ APNIC 41
地點:紐西蘭奧克蘭

日期:2016/2/15-26
conference.apnic.net/41

APTLD
地點:紐西蘭奧克蘭

日期:2016/2/18-19
www.apt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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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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台灣網域名稱註冊服務

為使註冊人能夠享受多元的「.tw」及「. 台灣」網域名稱服務，本中心於 2000 年開始陸續遴

選出受理註冊機構 (Registrar)，拓展網域名稱註冊服務管道，提供更便捷的註冊服務，包括

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

司、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Neustar, Inc.、馬來西亞商崴勝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IP Mirror Private Limited、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及 GANDI SAS 等 12 家。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用以辨識網站的網域名稱，也成為商業上競逐的目標

之一，因此可能產生網域名稱之爭議，除提起訴訟途徑外，本中心於 90 年制訂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暨實施要點 (TWDRP)」，

建立一套更快速、有效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此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的決定，

對本中心有直接的拘束力，本中心會依據此一決定，取消或移轉有爭議的網域名

稱，整個程序所需時間僅約 40-50 餘天，可說是解決域名爭議的最佳選擇。爭議

處理機制是由經本中心認可的「爭議處理機構」來運作，目前有「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stli.iii.org.tw/twnic)、與「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

會」(www.tba.org.tw)，由爭議處理機構選定具處理網域名稱爭議資格的專家，

組成「專家小組」，公正處理註冊人與申訴人之間的網域名稱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