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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近期的網路安全及因應新gTLD出現的市場環境，今年2月的APTLD奧克蘭會議特別安

排兩場次的座談。特別是因應新gTLD出現的市場環境，如何結合registrar，以獲得更大

的行銷助力。座談由本中心呂愛琴副執行長主持，邀請SGNIC及全球4個知名registrar代

表，包括Richard Merdinger (GoDaddy)、Heather Pierre (Uniregistry)、Ben Crawford 

(CentralNic)及Clifford de Souza (LogicBoxes)，分別以registry及registrar角度來看ccTLD

的市場潛力及ccTLD如何建立雙方之聯盟關係，以達到域名註冊及銷售數量增加之目標，同

時維護ccTLD的國家價值與品牌形象。

本場次座談同時希望藉由registrar的觀察，讓ccTLD可以更加理解全球域名市場現況，Richard 

Merdinger就GoDaddy的市場經驗說明ccTLD應如何成為全球個人及公司網路識別的一環，

並且與gTLD建立互相運用的綜合網路識別。而Uniregistry的Heather Pierre則是鼓勵ccTLD

以零售思維來因應全球域名市場的競爭。另外LogicBoxes的Clifford de Souza強調ccTLD可

思考強化加值服務、以直接面對消費者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增加域名營收，擁有更多市場的

控制權。

APTLD奧克蘭會議於APNIC第41次會議暨APRICOT會議前辦理，由.nz域名管理單位主

辦。本次會議係針對全球及亞太地區網域名稱相關議題進行交流討論，包含各國際組織現

況、ccTLD會員發展現況、域名相關技術與安全、新gTLD帶來的衝擊與挑戰、受理註冊機

構與市場行銷、APTLD組織發展策略等多項議題。

更多APTLD奧克蘭會議訊息，請參閱 http://www.apt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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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活動」精選集：第二名 funcamp.com.tw

台灣因為少子化的緣故，家長無不希望小孩贏在起

跑點上，舉凡提到品格教育、全美語營隊，甚至溯

溪，划獨木舟等體能營隊均能吸引家長的目光。只

是沒有一個平台能夠予以整合，Fun Camp便應運

而生….

在各大學任教或對教育有高度熱忱的好友們自然

成為Fun Camp的創業顧問，提供許多行銷營隊的

寶貴意見，並分享政府提供的免費創業資源。當

然，在Fun Camp創業團隊中少不了文中的她，她

總算可以發揮所長，當一位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的

SOHO族。

Fun Camp創業主軸在全台灣營隊的行銷廣告，在

Fun Camp上可以看到最新的夏令營或冬令營（當

然還有假日營隊）的資訊，任何上山或下海、城市

或鄉村、社區或大學、政府機關或民營機構等，

各種營隊資訊都一覽無遺。透過營隊資訊的透明

化，進而可以比較各營隊的課程內容、機構評價、

地點優劣等，當然最棒的就是揪團行為，藉由Fun 

Camp得到揪團價來參加營隊。同時，我們向舉辦

營隊機構分享免費營隊的概念，鼓勵營隊機構盡可

能提供名額給有心參與卻經濟條件不佳者，具備弱

勢身份的學子可以透過Fun Camp快速搜尋到各地

免費營隊的資訊。未來，大學在學生更可以透過

Fun Camp 來獲取暑假或寒假就業資訊，提供學生

返鄉服務的機會。

助人計畫就此啟動~期待Fun Camp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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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IC舉辦之「2015網路創業故事徵

選」比賽結果已經揭曉，第二名得主是Fun Camp，

以下故事由網站創辦者提供：

一切都是從助人的故事開始～

在接到一通學生的緊急電話後，趕緊透過社群網站與

電話聯繫想要輕生的她...

幸運的是，事件總算平安落幕。故事裡的她是我多年

前曾經教過的學生，大學時聰明善良，結婚後相夫教

子，卻在離開職場多年後苦無機會二度就業。

曾在大學任教的我，對於在學或畢業後的學生經常抱

持高度熱情對待，每次在課堂上也總是孜孜不倦地分

享目前職場上最新求才訊息，鼓勵學生們在大學期間

做好就職準備，即便當工讀生，也要把握機會充分學

習，培養人生中的第二專長。但是，擔任教師的我卻

沒辦法提供學生們需要的工作！我該如何做才可以幫

助他（她）們？

於是，我開始搜尋二度就業，參加飛雁計畫創業育

成班，在培訓過程中認識許多立志創業的女性朋友

們，也激勵我自行創業的決心。左思右想後，決定以

我最擅長的教育領域為出發點，在網路上創立了Fun 

Camp，意思是"Have Fun and enjoy your Camp!"。

FUN CAMP愛營隊創業故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ng0L_piEB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0L_piEB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0L_piE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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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http://www.taiwan.net.tw/

2016 年第 2 季 .tw/. 台灣相關活動

台北 竹子湖海芋季 

105/03/18 - 105/04/17

竹子湖因過去栽植大片箭竹及孟宗
竹，每當風起時，大片竹林隨風起
舞似湖面波浪而得名。得天獨厚的
氣候，及其擁有豐沛潔淨的山泉水
源，形成海芋成長的最佳環境，而
成為知名的旅遊景點及最浪漫的花
鄉。活動詳情請見: 
http://www.callalily.com.tw/

台北 保生文化祭 

105年4至6月間

大龍峒保安宮不斷在傳統的架構下創
新，用藝術的思維與方法，創造了另
一面向的生活美學空間，每年舉辦的
「保生文化祭」，不但是臺灣宗教文
化與建築藝術的代表，更將臺灣的文
化資產活化再利用。活動詳情請見: 
http://www.baoan.org.tw/htm-
l/brief/brief.asp

高雄 內門宋江陣 

105/04/02 - 105/04/10

宋江陣原為強身、保衛、團結鄉里而組
織，隨著時間轉換為歲時娛神、暗中練
武、融合成戲，變成現在的民俗技藝。
高雄內門區在地的小學、中學幾乎皆有
宋江陣，被稱為藝陣之鄉。結合創意，
讓傳統的宋江陣更有可看性！活動詳情
請見: 
http://www.who-ha.com.tw/

台北 TAIPEI101國際登高賽

105/05/01

TAIPEI101國際登高賽迄今已舉辦11年
，每年都吸引國內外運動好手共襄盛舉
，挑戰91層，高達390公尺，2046階
的台北101大樓。於2014年加入了世界
高塔聯盟，正式成為國際登高巡迴賽積
分賽事之一。活動詳情請見:
http://www.taipei101-run-
up.com.tw/

宜蘭 綠色博覽會

105/03/26 - 105/05/15

綠色博覽會堅持在友善、共生、人本的
方向上，將有機農業、低碳旅遊、守護
生態、綠色建築等融入活動展示中，期
盼遊客在悠遊園區的同時，也可以體驗
有機舒活哲學。活動詳情請見: 
http://www.greenexpo.e-land.gov-
.tw/

callalily.com.tw
taipei101-runup.com.tw

who-ha.com.tw

greenexpo.e-land.gov.twbaoan.org.tw

http://www.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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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域名消息

新任 ICANN總裁暨執行長 Göran Marby將於 2016年 5月到任

五個小企業需要網站的原因

資深科技領袖，目前也是現任瑞典郵政電信總局局

長 Göran Marby將 於 2016年 5月 接 任 ICANN總裁

暨執行長一職。ICANN董事會主席Steve Crocker

表示，Göran Marby的經歷對於推動ICANN進入新

的歷史階段來說是不可多得的寶貴經驗，並對他的

價值觀、經營經驗及對網際網路生態的理解留下深

刻的印象，他期待與Göran Marby合作，期許他

為 ICANN做出實質性的貢獻，協助維護一個穩定、

安全和一致性的全球網際網路。

ICANN現任總裁暨執行長Fadi Chehadé將於2016年

3月卸任，Göran Marby到任前將由Akram Atallah

暫代該職。Göran Marby在網際網路及技術領域擁有

20多年的豐富經驗，在加入瑞典郵政電信總局之前，

他曾共同創立一家安全軟體服務的AppGate Network 

Security AB公司，並在2002年至2009年擔任該公司

的執行長，負責國際客戶和運營業務。他還曾在網

路及技術領域擔任過多個職務，包括網路服務公司

Cygate的執行長、瑞典思科(Cisco)的全國經理和瑞

典Unisource Business Networks公司的執行長，更多

關於Göran Marby的簡歷可參閱https://www.icann.

org/resources/pages/resources-2013-06-26-

en。

資料來源: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

2016-02-08-en

2015年的假日購物節是一個很好的電子商務經營，

從黑色星期五和網購星期一就可以見識到強勁的購

買力。儘管SCORE協會公佈的數據也明顯顯示有

97%的消費者會上網搜尋商品和服務，卻仍只有

51%的小企業擁有網站。

網站不只幫助小企業推廣銷售產品和服務，更可以

讓小企業在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尤其是對那些非

常依賴網路去了解公司的客戶。根據最新的Verisign

報告歸納出有網站的小企業建議出主要五個小企業

需要網站的原因：

幫您找到客戶
現 在 客 戶 固 定 會 在 電 腦 、 平 板 和 智 慧 型 手 機 做 搜

尋，網站可以讓他們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以找到您的

公司、了解您的業務。現今在競爭激烈的網路搜尋

環境中更是重要。這代表著如果有人正在搜尋一個

您公司所擁有的產品或服務，你的網站就必須要出

現在搜尋結果，否則就錯失這個潛在顧客。

打造信譽
社群媒體可以建立一個品牌代表您的公司，但有設

計 、 流 程 和 技 術 等 限 制 。 網 站 可 以 幫 助 提 高 靈 活

度、可控制性、打造品牌和信譽。84%的消費者相

信一個有網站的企業比只有社群媒體專頁的值得信

賴。擁有網站可以被信賴還可以吸引新客戶。

贏得更多的客戶
商業的永續成功常仰賴於公司產生新客戶的能力，

要達到數千人使用如果只靠傳統的行銷方式像是直

接郵件或廣告印刷成本高而且不可靠，提供線上資

訊不但省下了許多曝光成本，還可以接觸到任何地

方的人，還可以衡量具體的結果。不只讓您獲得新

客戶，還可以讓網站提供更好的服務給現有客戶，

同時擁有更多時間專注於其他的業務，還可以擁有

品牌的電子郵件做電子郵件行銷，提高您品牌的顧

客忠誠度。

拓展業務
雖然和客戶面對面互動也很重要，但擁有一個網站

卻可以給您一個機會同時"將您的名片發出去"給多個

人。甚至如果您有網路商店還可以線上賣東西給任

何一個地方的客戶，藉由網站您可以接觸到更多潛

在客戶增加銷售機會。

獲得競爭優勢
最近公布的Verisign報告中顯示93%的消費者在購買

前使用網路搜尋，消費者希望了解他們買了什麼以

及跟誰買。如果沒有網站，相較於那些已經擁有網

站的企業您就有失去客戶的風險，如果您的對手又

善於行銷網站，他更是佔有絕對的優勢。

資料來源: http://blogs.verisign.com/blog/entry/

five_reasons_every_small_business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sources-2013-06-26-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sources-2013-06-26-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sources-2013-06-26-en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2016-02-08-en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2016-02-08-en
http://blogs.verisign.com/blog/entry/five_reasons_every_small_business
http://blogs.verisign.com/blog/entry/five_reasons_every_small_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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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對品牌持有者是一個充滿挑戰又令人振奮的一年。全球域名的註冊量已經達到了3億，ICANN有許

多動作特別關注品牌持有者以及公司持續面對品牌聲譽、收入與客戶信賴的威脅，以下是Alison Simpson

憑藉她在域名行業超過九年的經驗所提出關於2015年前五域名亮點：

回顧2015年前五域名亮點

2016年品牌持有者會繼續面對新gTLD空間的挑戰，

以及必須繼續做出明智的域名登記決定。公司應該

繼續專注於經由域名與投資組合合理精簡，讓自己

的域名投資組合價值最大化，並確認域名註冊和更

新策略與他們的監管與執法程序一致。繼續在域名

註冊單位以鎖定的域名保護關鍵資產是明智的，還

有盡可能地實施先發制人的安全措施，如雙因素身

分檢驗和IP訪問限制。

資料來源: 

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160125_2015_

domain_year_in_review/

1.域名市場的強勁成長: 
Verisign報告在2016年12月的域名行業簡報中

提到，全球頂級域名的註冊量比起去年同期增

加了5.2%，在2015年第3季結束達到總數約2

億9,900萬個域名。會有這樣的成長不僅僅只是

新gTLDs造成的，它只代表所有域名註冊量的

2.5%，ccTLDs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3%，還

有.com和.net註冊量也增加了3.4%。在2015年

第3季.com的註冊量總共是1億2,010萬個域名，

佔所有域名註冊量的40%。

2.域名安全仍然是任務: 
不僅是違規登記在2015年增加，而且我們還看

到針對域名持有者的釣魚網站，特別是在2015

年的下半年。許多詐騙是寄送一看會誤以為是域

名註冊機構寄來的電子郵件給域名持有者，要他

們點擊連結結果下載到病毒。先發制人安全措施

像是註冊鎖定、雙因素身分檢驗、IP訪問限制，

將有助於保護重要的域名資產。

3.ICANN行動進展: 
去年ICANN大動作與IANA功能提出轉移(和附帶

權責的行動)，這包括了IANA管理權移交協調小

組(IGG)的建議，監督過度時期一直到全球多方

利益共同體的完成。這也代表著共同體將承擔起

DNS功能的安全性、穩定性及復原性等責任。

跨區域工作小組則加強責任制繼續他們的工作準

備ICANN組織的過度。裡面有提到關於新gTLD

的計畫，包含計畫狀態、審查(包含權利維護)以

及往後幾次的準備。WHOIS的重心則放在徹底

水平式的改革和隱私/代理認證計畫的完成。最

後還有許多關於受理註冊機構應該如何解決與應

對濫用投訴的標準作業流程建議的討論，作為

2016年的議題。

4.投資組合優化成為品牌持有者的焦點:
許多品牌持有者在2015年關注於優化他們的域

名投資組合，這包含與域名註冊商結盟以商標覆

蓋、識別那些不再需要可以移除的域名，或在二

級市場出售低風險的域名，密切關注域名指向哪

裡並且重新定向，以奪回失去的流量和損失的收

入。每年合理化並優化域名投資組合，至少要讓

企業了解自己投資組合的價值，有效促進並保護

品牌、減少並控制成本。

5.新gTLD的複雜性持續考驗著品牌持有者:
截 至 2 0 1 5 年 共 計 有 1 , 1 2 0 萬 個 新 g T L D 域 名

註冊，其中前五大域名類型是.xyz、.top、.

wang、.win和.club。域名搶註的濫用問題仍然

存在，濫用率從14%增加到42%。我們可以看

到在特別啟動階段和"品牌保護"定價層級有增

加，在那些公司基本上需要支付溢價去保護他們

品牌的地方，像是增加日出申請登記費給品牌持

有者或增加在註冊保留品牌名稱和溢價的名單。

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160125_2015_domain_year_in_review/
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160125_2015_domain_year_in_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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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全球新 gTLD 註冊數量百分比

全球域名發展現況

2015 年 12 月

全 球 gTLDs 與

ccTLDs 頂級網

域 名 稱 註 冊 百

分比 ( 單位 : 百

萬 )

2015 年 12 月全球全球 ccTLD 頂級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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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季，

全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達 3 億 1,150

萬，較前一季微幅成長約 4.4%，主要是因為傳

統 gTLDs 的增加，成長量超出過往平均值的原

因來自於中國的註冊量增加。

ccTLDs 在 2015 年 第 4 季 成 長 了 3.2%， 和

過 去 幾 年 第 4 季 所 觀 察 到 的 平 均 值 類 似， 新

gTLDs 在從 760 萬成長到近 1,100 萬筆的網域

名稱，已經有超過 800 個頂級域名上市，這些

新 gTLDs 在全球頂級域名市場佔有率中越來越

高。

全 球 大 約 有 260 個 ccTLD 和 IDN ccTLD 加 起

來共 1.4 億個網域名稱，在 2015 年第 4 季全球

的 ccTLDs 成長了 3.2%，.cn ( 中國 ) 也在 2015

年第 4 季後有超過 30% 的成長，以非免費提供

註冊的 ccTLD 來說已經成為目前全球擁有最多

註冊數量的國家，其次是 .de ( 德國 )、.uk ( 英

國 )、.nl ( 荷蘭 )。

至於網域名稱註冊量原本就比較少的 ccTLDs

要成長比較不成問題，特別是 .ee ( 愛沙尼亞 ), 

.nu ( 紐埃島 ), .lv ( 拉脫維亞 ) 和 .my ( 馬來西亞 )

都有大於十萬筆註冊的成長。

其他ccTLD
70.1

.cn中國, 
16.4

.br巴西, 3.7

.au澳洲, 3.0

.fr法國, 2.9

.it義大利, 2.9

.de德國, 
16.0

.uk英國, 
10.6

.nl荷蘭, 5.6
.ru俄

羅
斯

, 5.0

.eu歐
盟

, 3.9

新gTLD 在2015年第4季成長了42%。一些頂級網

域名稱像是.xyz 和.top從數量上來看已經開始建立

他們的市場地位。前十名的網域名稱有些甚至有三

位數的成長，但這也有可能只是暫時的。預期新

gTLD在早期成長期後每月會有穩定1.8%幅度成長

的趨勢。

資料來源: centr.org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14/662482.

htm?from=ettoday_app

其他, 5,236,249
48.04%

xyz, 1,703,489
15.63%

网
址

, 351,481

3.22%

science, 336,521
3.09%

ren, 235,717
2.16%

party, 217,974
2.00%

click, 171,053
1.57%

top, 952,704
8.74%

win, 558,328
5.12%

wang, 598,102
5.49%

club, 538,382

4.94%

新gTLD
10.90
3.50%

IDN ccTLD
1.60
0.51%

ccTLD
140.10
44.98%

Legacy gTLD
158.70
50.95%

centr.org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14/662482.htm?from=ettoday_app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14/662482.htm?from=ettoday_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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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1 季及第 2 季全球重點網路會議

LACNIC 25
地點:古巴哈瓦那

日期:5/2-5/6
www.lacnic.net

ARIN 37
地點:牙買加

日期:4/17-20
www.arin.net

ICANN 56
地點:赫爾辛基

日期:6/27-30
meetings.icann.org

AFRINIC 24
地點:波札那嘉柏隆里

日期:6/4-10
afrinic.net

ICANN 55
地點:摩洛哥馬拉喀什

日期:3/5-10
meetings.icann.org

RIPE 72
地點:哥本哈根

日期:5/23-27
ripe71.ripe.net

IETF 95
地點:阿根廷

日期:4/3-8
www.ietf.org

APRICOT 2016/ APNIC 41
地點:紐西蘭奧克蘭

日期:2/15-26
conference.apnic.net/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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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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Encrypt 憑證服務與新 DNS 系統：LiveDNS

2009 年起，Gandi 提供每個新註冊或轉入的域名一年期免費的 SSL/TLS 憑證服務，除此之外，也提

供專業級的憑證。

Gandi 的負責人 Thomas Kuiper 指出，Gandi 透過技術整合以及在財務面贊助 Let's Encrypt，實現

了簡化 SSL/TLS 憑證之建立、安裝的流程，並將整個流程自動化的承諾。

「TLS 憑證的普及化可提升使用者於網路傳輸資料的安全性及隱私性，」Thomas 表示，「Let's 

Encrypt 有助於朝此目標發展，因此我們認為，我們必須提供使用我們主機代管 / 寄存服務的客戶這

個服務。」

藉由財務贊助這項專案的組織及整合 Let's Encrypt 至自身的服務，彰顯出了 Gandi 的理念。當此服

務於一月初在 GitHub 發佈時，Gandi 即開始準備將 Let's Encrypt 憑證的建立、以及將憑證安裝於 

Simple Hosting 平台的所有流程自動化。

此外，Gandi 在日前推出了新的 DNS 系統 "LiveDNS"，目前上線的是 beta 版，提供 REST API，開

發者可以利用程式編輯 DNS 區域 (DNS zone)，並將 DNS 管理自動化。只要透過幾個 HTTP call，

就可以輕鬆地建立區域檔，並將區域檔分配給多個域名。

LiveDNS 服務有數台專用的伺服器，只要使用者一做任何資料變動，我們的系統就會立即更新。系統

後台是全新設計的，我們推薦使用者先從 Gandi 帳戶取得 API token 及 HTTP 客戶端的資料，再至 

http://doc.livedns.gandi.net/ 參考線上文件。

.tw/. 台灣受理註冊機構最新活動消息

關於 G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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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萬個域

名，提供客戶可註冊的域名超過600種，並持續增加

中。Gandi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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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2015年獲得TWNIC的授權，

成為官方認証的註冊商。Gandi亞洲區的總部位於台

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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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帳號

    1 GB 電子信箱空間

    1000個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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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 Hosting 半價優惠

    域名應用程式介面 (API)

域名之友

https://www.gand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