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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開始搭乘台北或高雄捷運時不妨留意看看，

也許您會發現.tw就在您身邊。

TWNIC長期以來致力於.tw與.台灣的推廣，讓台

灣企業都能帶著「Made in Taiwan」的.tw/.台灣

網域名稱走向國際。此次燈箱上台灣美好印象，有

著多次跨年陪伴我們倒數的101，有象徵台灣氣候

多樣性的北回歸線紀念碑，有滿載夏日陽光的鵝鑾

鼻燈塔...那都是生在台灣的我們共同的記憶。希望

透過.tw與.台灣網域名稱，讓大家除了放眼全世界

的美景之餘，也不忘重拾那些我們所擁有的台灣印

象。

TWNIC秉持回饋社會的宗旨，自2001起與網域名

稱受理註冊機構共同舉辦多次慈善捐款活動，今年

活動期間自2016年8月1日至10月31日。活動日期

間內，民眾向參與此活動之受理註冊機構申請或續

用一筆「.tw」或「.台灣」網域名稱，TWNIC將與

受理註冊機構提撥固定比例註冊費作為公益用途，

幫助弱勢族群或偏遠地區，貢獻棉薄之力。

活動詳情請見：lovetw.tw

域名焦點
.tw/. 台灣 帶您看見台灣之美

「域名飄 愛心揚 根留台灣」- TWNIC 慈善公益活動

@

2016  Autumn Issue

Watch季刊



2016  Autumn Issue

2

2016.tw/. 台灣網路趨勢系列講座 創業一點通邀您來參加

為 持 續 推 廣 . t w / . 台 灣 網 域 名 稱 的 註 冊 與 應

用，TWNIC結合網路趨勢與網路創新應用相關主

題，於北區、中區、南區與東區共辦理10場次的

「.tw/.台灣網路應用系列講座」，邀請到歷屆網路

創業故事得獎者分享創業秘訣與點滴，內容豐富多

元，吸引民眾報名踴躍。

第4季講座將於台中舉辦，機會難得，趕緊上活動

網站報名 http://www.twnic.net.tw/2016talks。

.tw/. 台灣行銷達人徵的是您

為鼓勵優秀創意人才，TWNIC近年來持續辦理相

關競賽活動，為.tw/.台灣增加創意應用及活力形

象，以形塑.tw/.台灣的品牌價值。

「2016TWNIC網路創業故事」(www.twnic.net.

tw/2016ebiz)已於今年七月底截止報名，每一年

的比賽總是能看到許多新進的創業家，運用創意推

陳出新，或用於傳承傳統，讓我們看見了台灣源源

不絕的生命力。在眾多的作品之中，評審們此次選

出了十位優秀的作品進入決選，TWNIC已於9月23

日進行決賽選出本屆得獎者，完整得獎名單，請參

閱活動網站。

另外TWNIC現正還有「啟動視覺飆創意-.tw/.台灣

形象T恤設計競賽」(www.twnic.net.tw/2016adv)

與「2016第15屆新人王網站設計大賽」(2016.

netking.tw)進行當中，徵求具有創意設計的人

才。「啟動視覺飆創意-.tw/.台灣形象T恤設計競

賽」鼓勵各位將「.tw」或「.台灣」的品牌形象及

識別元素結合自身創意，展現在設計作品上，歷

屆得獎作品TWNIC也會擇優製作成實品，活動將

於2016年10月31日24時截止收件，敬請把握機

會。「2016第15屆新人王網站設計大賽」，此次

比賽以「Fun心看台灣 寶島有意思」為主題，鼓

勵結合新一代網路技術或社群媒體，設計出自己

的「.tw」或「.台灣」網站，分享台灣有趣好玩的

人事物，彰顯充滿樂趣的台灣特色，活動報名至

2016年11月1日24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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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4 季 .tw/. 台灣相關活動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http://www.taiwan.net.tw/

臺北 臺北溫泉季

105/10/20 - 105/10/24

北投溫泉歷史悠久，從日治時期
開發至今，遊客始終絡繹不絕。
「臺北溫泉季」自2001年推廣至
今，讓遊客能更進一步認識到北
投的生態、文化、歷史、景觀等
豐富的觀光資源。

www.taipeisprings.org.tw
臺北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105/10/22 - 105/10/23

以環境與鳥類議題為活動內容，希
望藉此傳遞生態保育觀念。由於關
渡濕地每年秋冬都有大批雁鴨來此
過冬，甚至有時還有意想不到的稀
客來臨，每年依不同主題辦理特展
，教大家認識各種鳥類及生物。

www.wbst.org.tw

新竹 國際玻璃藝術節

105/09/03 - 105/10/10

今年適逢新竹公園一百週年，新竹
市國際玻璃藝術節為延續新竹市的
百年風華，以「新竹公園百年慶典
」為發想，將本屆主題訂為「舉杯
喝采」，邀請國內外知名玻璃藝術
大師展出精采的玻璃杯作品，希冀
讓參展民眾一飽眼福。

www.2016glassfestival.org.tw

苗栗 三義國際木雕藝術節

105/07/01 - 105/10/31

三義鄉盛產樟木，民國7年吳進寶先生
與其子開始將樟木運用於雕塑創作上，
並將技藝傳承予當地其他居民，造就了
如今三義木雕街上店家繁茂爭鳴之盛況
。自民國90年後三義鄉年年舉辦木雕藝
術節活動，有靜態展示讓人驚賞木雕之
美，有動態藝文表演讓人悠遊文化瀚，
豐富內容兼具知性與趣味。

wood.mlc.gov.tw

嘉義 神木下婚禮山海戀

105/10/29 - 105/10/30

以千年香林神木作為見證，讓新人在
神木前簽訂互許終身，藉以象徵兩人
的愛情永誌不渝。除了以婚禮為主軸
外，同時整合大嘉義地區觀光產業資
源，希望帶給新人一場最浪漫幸福婚
禮之外，也讓觀禮的遊客能夠分享喜
氣。

www.alishan-wedding.com.tw

臺南 台江黑琵季

105年10月至106年3月

台江國家公園境內擁有魚塭、廢棄鹽田、
泥灘地、河口沙洲等多樣的濕地。每年於
10月至翌年3月，除了在曾文溪口黑面琵
鷺賞鳥亭每日派駐專人架設望遠鏡提供民
眾賞鳥及解說服務外，並於期間舉辦「台
江黑琵季」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包羅萬象
，每每吸引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www.tjnp.gov.tw

高雄 雙年賞蝶

105年11月至106年3月

「雙年賞蝶」是每年12月開始至隔年3月
在茂林國家風景區的重頭戲，此時會有成
千上萬的紫斑蝶遠渡重洋，來到此地棲息
。此處最引以為傲的就是擁有世界上僅有
的二大規模越冬蝶谷之一，形成壯觀的「
紫蝶幽谷」生態現象。全球各地的遊客到
茂林體驗都給予廣大好評與回響。

www.maolin-nsa.gov.tw

臺南 鯤鯓王平安鹽祭

105/11/05 - 105/11/06

結合區域內鹽業文化、宗教信仰、生態地形
等概念，並融入「鯤鯓」、「王爺」、「平
安鹽」等轄內資源意象，以臺灣王爺信仰總
廟「南鯤鯓代天府」以及鹽民的原鄉「北門
」作為活動出發點。每年由雲嘉南整合轄區
推出農漁特產與因應本活動意象開發設計之
平安鹽福袋等紀念品，深受遊客喜愛。

www.nkstemple.org.tw

花蓮 太魯閣峽谷馬拉松活動

105/11/05

「太魯閣峽谷馬拉松」邀請遊客以慢活
的態度享受世界級景點的風光，每年總
是刷新各項賽事紀錄，現在已經躍升為
國際級賽事，吸引各地好手與喜愛慢跑
的朋友們齊聚於太魯閣，爭取獎項殊榮
並享受難得的國家公園遊憩體驗。

www.2016taroko.h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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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域名消息

想在搜尋結果中脫穎而出 網域名稱不可忽視

每天在網路上都會發生數十億次的搜尋，這些搜

尋通常由各種「關鍵字」組成，因此，對搜尋引

擎提供給使用者的結果上，關鍵字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

Verisign就試圖探討網域名稱含有關鍵字的多寡

是否會對搜尋行為造成影響。在分析了數百萬筆

搜尋行為後發現：在搜尋結果裡網域名稱包含至

少一個關鍵字，該網站被點擊的可能性幾乎是沒

有任何關鍵字的兩倍！ 

例如用戶搜尋「哪裡有神奇寶貝」時，用戶更有

1. 大眾對該頂級域名的信賴度
人們會基於各種理由瀏覽可信度高的網站，例如

像.tw 和.com.tw 等常見的頂級域名，可能因為三

十多年來，大多數新聞、商業、通訊和娛樂網站都

是使用它們。當然有些新gTLD未來無疑會在全球

網際網路上擁有地位且成為備受信任的標的，不過

要等到這一刻來臨時，企業將自己的網路品牌押寶

在新gTLD上需要格外小心，因為屆時大家可能會

試著使用創新或各種誇大的頂級域名來力求脫穎而

出。這三十年間，用戶對於既有的頂級域名的信任

和根深蒂固的行為，會是有待克服的一大障礙。

甚至，有些經驗老道的企業已經發現，選錯頂級

域名將會造成重大的影響。例如，當Overstock.

c o m 改 成 O. c o 時 ， 他 們 發 現 人 們 會 直 覺 輸 入

「O.com」以及看到錯誤訊息的頁面，而非O.co

的網站，據傳Overstock因此失去許多網站瀏覽

量，使得該公司在不到一年必須改回Overstock.

com，數百萬美元的行銷費用付諸流水，也動搖了

客戶對他們的信心。

申請頂級域名時應考慮的七大面向

在過去三年，有近千個新gTLDs進入市場，選擇可

以增加固然是好事，但消費者、小型企業與網站擁

有者卻面臨到難以選擇的窘境，對於如何挑選適合

自己品牌的頂級域名，大家都有諸多疑問。

知名行銷專家Jeannie McPherson與WIRED的編

輯們歸納出七個選擇頂級域名時的七個考量面向。

可能點擊類似像「神奇寶貝.tw」這類的網域名

稱，而較不會點擊搜尋結果裡未包含任何關鍵字

的網域名稱。

這項發現說明了企業或個人在申請網域名稱上需

要以目標族群的角度進行思考，必須試想：「目

標族群會用什麼關鍵字做搜尋，進而找到網站？

」將那些關鍵字加入網域名稱，來確保客戶搜尋

後會點擊進入網站。

資料來源：http://blogs.verisign.com/blog/

entry/how_keyword_rich_domain_names

2. 註冊頂級域名的策略
企業跟個人常會選擇註冊多個網域名稱、建立網域

名稱組合，以落實其數位策略。至今許多企業都會

鎖定客戶特定地點和喜好，依地點、產品或人口結

構註冊多個網域名稱來反映目標客群。某些企業和

個人也會選擇將網域名稱註冊多個頂級域名，以使

域名組合變得更多元。然而，大多數企業還是喜歡

com.tw這個頂級域名，但其他頂級域名也能派得

上用場。例如，若您的網站有影片區，您就可註冊

為「YourBusinessesName.tv」，將網域名稱指

向網站裡的這個部分。打造頂級域名組合的關鍵就

在於瞭解您的選項內容、建立策略，並選擇符合您

心目中特定目的的頂級域名。

3. 穩健的域名註冊管理單位
每個頂級域名皆是由域名註冊管理單位負責維持和

經營，讓網域名稱能正常運作、全球用戶都能正常

存取。域名註冊管理單位經營各類型域名的可靠度

會直接影響頂級域名的可靠性。而要達到此日復一

日可靠性所需要專業能力、投資和追蹤紀錄，是網

站可靠性中常被遺忘的關鍵要素。

很多網站擁有者認為，自己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會負責把用戶帶向他們的網站，這個說法只有一部

分正確。因為除了負責網站連結外，這類供應商其

實只是一種負責讓瀏覽行為發生的管理單位，這就

是必須考量所要的頂級域名其域名註冊管理單位過

去經驗和紀錄的原因。大部分企業不會相信未經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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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代理商或資淺行銷專員為其所做的行銷策略，

所以，企業當然也應注意是否把最重要的行銷資產

交給了未經證實的註冊管理單位。選擇有穩健和成

功經營紀錄的服務供應商永遠是明智的決定。

4.申請新gTLD的必要性
有人說，從新的頂級域名取得較短的域名，會比取

得其他既有的頂級域名更討喜。然而，在選擇網域

名稱時，還有許多重點必須考量。長度是其中之

一，更重要的是潛在訪客或客戶能否辨識和信任

您的頂級域名。有可能某些新的頂級域名看起來

會更合理，不過，許多網域名稱和SEO專家們都同

意，比起知名度不高的頂級域名上的短域名，長的

com.tw網域名稱比較好、更容易記住，消費者也

不易搞混。

5. 頂級域名的實用性
近期許多想嘗試新頂級域名的企業和組織都遇到

了一些瓶頸，例如客戶對網址的疑惑、技術方面

的限制。IT顧問Jon DeMersseman提到了他使用

新gTLDs的挫折經驗，他的客戶不相信他的網域名

稱，認為名片上打錯字了，使用新的電郵地址在不

同CRM系統及其他網站設定企業帳戶時也遇到了

一些問題。DeMersseman及其他人討論到的問題

並非個案，因此，他才會建議其他小型企業「在使

用新gTLD時要睜大眼睛、多加留意」。

6.頂級域名的安全性
就跟很多新的創新技術一樣，逍遥法外的罪犯很快

地利用消費者對新gTLDs的疑惑，進行網路釣魚和

其他惡意攻擊。有些監視此一趨勢的網安組織甚至

建議人們在網路上封鎖特定的新gTLDs，不少個人

也因為收到大量垃圾郵件，早就進行封鎖。

每天新聞上都在報導資料外洩和網路攻擊事件，使

得消費者對於自己要造訪的網站類型更加留心。企

業和個人要將其在網路上的呈現交給陌生、不信任

和未經證實的頂級域名時，最好多詢問他人意見。

在更多新gTLDs能證明自己安全可靠之前，使用大

眾皆知和信任的頂級域名會是更周到的做法。

7.頂級域名對SEO的影響
Google和Bing這類搜尋引擎都有辦法判斷網路內

容的相關性和可靠性，並將用戶排序。儘管在決定

搜尋名次方面會有不少變數，包括內容品質、網站

結構及下載速度（讓人們造訪網站的原因）等，但

如果有更多人造訪和參與網站，搜尋引擎就會覺得

貴網站具有更高的關聯性。

選用新的頂級域名，看起來是個新的想法，不過，

要是無人點擊或分享您的連結，或是網站被封鎖

了，搜尋引擎就可能無法察覺該網站的存在。連帶

可能還會與標示為有潛在安全性風險的頂級域名扯

上關係，降低網站的可靠性。

不尋常的頂級域名將會是個挑戰，即便可以用強大

的行銷和媒體來克服。每個順利生存下來的奇特頂

級域名都是在許多無法獲得必要認同的頂級域名中

脫穎而出，使用這種頂級域名基本上就是陷於不利

條件中。在SEO領域裡還有更多其他難題，所以，

請明智地選擇自己的戰場。

今日，很多人與企業的第一次邂逅都是透過搜尋，

網域名稱就如同企業品牌一樣，是讓用戶立即辨識

與相信，還是會讓人存疑？

雖然在數百個新gTLD裡，有些無疑能證明自己在

網際網路上的可信度和可靠性。然而必須確保不會

將時間、金錢及品牌投資在風險中－只因為在做出

最佳決定前沒有問自己上述這些必要的問題，別只

是盲目地投入而浪費了時間與金錢，甚至還得吞下

敗果。優質的頂級域名代表優質的品牌，同時也是

人們如何談論貴品牌、如何在網際網路上找到您，

以及如何記住您的方式。

資料來源：http://blogs.verisign.com/blog/

entry/7_key_questions_to_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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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季 .tw/. 台灣 網域名稱註冊量趨勢圖

2016 年 6 月亞太主要國家的頂級國碼域名市佔率

全球域名發展現況

2016 年 6 月全球 ccTLDs 與 gT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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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第 2 季，全

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超過 3 億 3,100 萬，

較前一季微幅成長約 2.4%。新 gTLD 在這一季成長

33％，ccTLDs 和傳統 gTLDs 也分別成長了 1.1％

和 0.56％。

ccTLDs 經歷中國網域名稱自 2015 下半年的持續暴

增後，可以看到在第 2 季註冊的增長情形已經開始

回到暴增之前的水平，僅 1.14% 的成長，雖然成

長率仍高於近兩年同期的情形，但這也在在說明了

這股中國註冊網域名稱的熱潮已趨緩。以非免費提

供註冊的 ccTLD 來說最多的仍是 .cn ( 中國，1,936

萬 )，其次依序是 .de ( 德國，1,613 萬 )、.uk ( 英國，

1,076 萬 )、.nl ( 荷蘭、564 萬 )、.ru ( 俄羅斯，525

萬 )、.br ( 巴西，387 萬 )、.eu ( 歐盟，386 萬 )、.

au ( 澳 洲，305 萬 )、.fr ( 法 國 298 萬 )、.it ( 義 大

利 296 萬 )，其他 ccTLD 總和約 7164 萬筆。

.tw/.台灣在第2季成長0.43%，數量達67萬8,708

，已逐漸回穩至去年第4季水準。依據APTLD近期

公布亞太主要國家的頂級國碼域名市佔率調查報

告，.tw/.台灣在台灣的市佔率達75%，居調查國家

之首，傳統gTLD在台灣約佔24%以上，而新gTLD

不到1%。

傳統gTLDs在2016年第2季度成長了0.56％，達到

近1億6,300萬個網域名稱。成長的速度與前一季

相較之下較為趨緩，可能是受到中國投資增加量下

滑的因素，下滑約1%。新gTLDs成長33％，達到

2,130萬個網域名稱。在今年第2季成長最多的新

gTLDs是五月剛開始上市的.vip，到目前為止已經

有28萬個網域名稱註冊。其他所有新gTLDs和geo-

TLDs的成長情形皆與上一季相似。

資料來源:https://centr.org；http://www.aptld.org

ccTLD
145.5
43.94%

Legacy gTLD
162.5
49.08%

新gTLD
21.3
6.43%

IDN ccTLD
1.8
0.54%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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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708

2016年3月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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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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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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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3 季及第 4 季全球重點網路會議

ARIN 38
地點:美國達拉斯

日期:10/20-21
www.arin.net

IETF 97
地點:韓國首爾

日期:11/13-18
www.ietf.org

AFRINIC 25
地點:模里西斯

日期:11/25-30
www.afrinic.net

APNIC 42
地點:斯里蘭卡可倫坡

日期:9/28-10/5
conference.apnic.net/42

RIPE 73
地點:西班牙馬德里

日期:10/24-28
ripe73.ripe.net

IETF 96
地點:德國柏林

日期:7/17-22
www.ietf.org

APrIGF 2016
地點:台灣台北

日期:7/27-29
2016.aprigf.asia

ICANN 57
地點:印度海得拉巴

日期:11/3-9
www.icann.org

LACNIC 26
地點:哥斯大黎加聖荷西

日期:9/26-30
www.lacni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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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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受理註冊機構最新活動消息

域名之友

自 2003 年創立至今，為二類電信中知名的企業之

一。以台灣在地中小企業為服務對象，提供完整的

一站式網路資訊服務。從基礎的網址註冊、網站設

計、虛擬主機 ( 網頁空間 )，到進階的雲端服務、

資訊安全甚至到網路行銷。如此完善全面的服務範

圍，深受客戶信任，累積客戶數迅速突破 2 萬家。

提供由心出發的客戶服務，更是捕夢網獨樹一格、

領先同業的特色。從硬體的機房建置、網路架構規

劃，或 24H 工程客服的設置，即時解決問題的速

度，都是我們所重視的。因為我們強調提供客戶

「Solution」而非「Production」，不僅要解決問

題，更須創造價值。

像 是， 在 機 房 規 劃 與 網 路 建 置 方 面， 特 別 注 重

伺 服 器 設 備 與 網 路 連 線 的「 高 可 用 性（High 

捕夢網 – 企業雲端，最佳捷徑
Availability）」，整體機房採環狀架構，具備雙重

備援機制。無論發生任何災難，都能確保客戶網路

服務順暢運作。「高彈性擴充」架構，客戶有短期

調整任何規格的需求，只要一通電話，客戶承租的

一切服務都能立即調整，完全符合客戶需求。在收

費方面，提供客戶「用多少才付多少」的租賃機制，

只需每月或每年給付合理的金額，就能擁有國際級

企業的網路服務。

由於對於服務的堅持，近年來屢獲各界各種獎項的

肯定，包括連續三年 (2010~2012) 獲得科技金獎

與網路人氣獎、2013 國家品質玉山獎 ( 傑出企業

獎與最佳產品獎 )、ISO 27001 國際資訊安全認證、

經濟部透明化信賴電子商店認證。但捕夢網不會以

此滿足，因為，唯有客戶滿意，才是我們的目標。

捕夢網的服務

聯絡方式 捕夢網數位科技

|網址註冊|

|資安服務|

|虛擬主機|

|雲端服務|

|雲端主機|

|網站建置|

註冊屬於您的最佳網址，建立

鮮明獨特的企業形象，帶來最

佳的宣傳效果

．網域註冊

．管理網域名稱

．WHOIS查詢

．線上問答

打造精實的資安防禦，找出網

站弱點，封阻漏洞抵擋駭客。

重視客戶的網站安全

．弱點掃描

．WAF網站程式防火牆

．SSL 網路憑證

隨時因應市場所需，開發多元化虛

擬主機，擁有最齊全的虛擬主機服務

．Linux 虛擬主機

．Windows 虛擬主機

．WordPress 虛擬主機

．WAF 虛擬主機

．多網域 虛擬主機

．中國主機

提供多元化雲端服務，讓企業活用

雲端優勢，釋放行動效率，擁有新

時代的雲端競爭力

．PNST雲端備份

．微軟Office365

．雲端字型WebFont

．雲端辦公室

無論是跨國大型企業 / 本土中小企

業，累積多年客戶服務經驗，打造

最合適的雲端解決方案

．每月免費流量5000G (業界唯一)

．N+1機房設備 不怕任何萬一

．7*24*365 隨時監控伺服器狀態

．環狀機房架構 備援機制領先同業

．異地備份 資料保護多一層保障

專業且全面的網站服務。含括「設

計建置」、「主機維運」、「網路

行銷」、「資安服務」四大領域

．形象網站

．網路開店

．千元架站2.0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68號4樓  

電話：02-8226-9123    信箱：service@pumo.com.twhttp://www.pum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