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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啟動視覺飆創意.tw/.台灣形象廣宣品設計競賽」
  邀您一起放出創造力

TWNIC為推展網際網路應用之普及，鼓勵台灣青年

學子參與多元化網際網路活動，提供設計專業領域之

專才激發設計創意潛能兼具認識網域名稱之舞台，辦

理「2017啟動視覺飆創意.tw/.台灣形象廣宣品設計競

賽」。期能藉由本競賽的辦理，提高對台灣網際網路活

動關注，透過創意的展現，一方面可發掘及表揚設計領

域專業創作人才，一方面將.tw/.台灣品牌形象及識別元

素融入參賽作品設計，同時增加青年學子及社會大眾對 

.tw/.台灣域名註冊服務之認識及關注度。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06年10月15日止，詳情請見活動

網站：https://www.twnic.net.tw/2017adv。

域名焦點

.tw/.台灣形象廣宣品設計競賽

2017
啟動視覺
飆創意

全國高中職(含)以上之在學學生，
或一般社會人士皆可。

本競賽徵求以下兩項組別之作品參賽：
「環保提袋設計組」：
˙設計具創意、主題內容不限的環保帆布提袋外觀主視

覺圖案，圖案位置及顏色自訂，惟設計風格須符合
TWNIC企業形象或.tw/.台灣域名品牌形象。

˙設計圖檔須包含環保提袋正、反雙面彩色主視覺設計
圖及示意圖。

「文創禮品設計組」：
˙設計具創新、特色及實用之禮品，不限設計品項。設

計主題方向得以具臺灣意象、臺灣特色代表圖像或以
臺灣地圖造型等概念或元素進行禮品設計。適用於國
際交流之場合使用。

即日起至106年10月15日24:00止。採線上報名方式。

˙「環保提袋設計組」及「文創禮品設計組」二個組
別分別提供：

˙第1名(1名)：獎金NT$30,000元+獎座乙只。 
˙第2名(1名)：獎金NT$20,000元+獎座乙只。 
˙第3名(1名)：獎金NT$10,000元+獎座乙只。 
˙佳  作(3名)：獎金NT$ 5,000元+獎座乙只。 
˙入圍獎：參賽作品凡經公布獲選入圍者，參賽者(團

隊)每人可領取入圍獎狀乙紙。
˙獎項經由評審委員討論決定名次，視報名收件狀況

或經評審決定，獎項名額得增減或名次從缺。

TWNIC為推展網際網路應用之普及，鼓勵台灣青年學子參與多元化網際網路活動，提供設計專
業領域之專才激發設計創意潛能兼具認識網域名稱之舞台，辦理「2017啟動視覺飆創意.tw/.台灣
形象廣宣品設計競賽」。期能藉由本競賽的辦理，提高對台灣網際網路活動關注，透過創意的展

現，一方面可發掘及表揚設計領域專業創作人才，一方面將.tw/.台灣品牌形象及識別元素融入參
賽作品設計，同時增加青年學子及社會大眾對 .tw/.台灣域名註冊服務之認識及關注度。

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

歡迎以個人或團隊方式報名參加
詳細活動辦法及報名請詳 ：   https://www.twnic.net.tw/2017adv

參加對象

參賽組別及設計主題

競賽獎金

報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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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化電子郵件信箱」體驗活動反應熱烈

相信各位過往使用電子郵件信箱都有過這種經驗：寄電

子郵件給對方要打上落落長的英文，甚至和對方確認了

半天信箱英文字母，就怕多一個少一個，信箱帳號看了

半天也不知道到底來者何人…，造成使用電子郵件信箱

上諸多的不便。

TWNIC自2012年就致力於讓台灣的民眾使用自己最熟

悉的語言，作為自己和他人都好記的電子郵件信箱。今

年更是符合國際趨勢推出了活動，讓民眾可以在熟悉的

Gmail和Outlook2016上自由的收發中文化電子郵件，

帶來全新的電子郵件信箱體驗。

活動自推出之後好評不斷，許多網友反應「寄信不用再

背英文名字，可以直接輸入中文，好記，寄送信件的時

候很方便。」「非常具有個人特色，也支援gmail這種

很多人使用的信箱，相信假以時日必能廣受歡迎」「以

前總想，信箱如果用中文的那該有多好，又方便又好

記，現在終於體驗到中文化電子郵件了，雖開心但普及

化仍不高，希望未來拿到的名片，都能看到個人化的中

文化信箱…。」

本次體驗活動申請已於5月31日結束，共計有超過700

位體驗了中文化電子郵件信箱帶來的便利，當然仍有許

多可以改進的空間，TWNIC仍會持續努力，以期能帶

給大家更好的在地化服務！

至今年12月30日前TWNIC仍會規劃多項體驗活動，已

經完成中文化電子郵件信箱申請的朋友，請隨時注意您

的中文化電子郵件信箱！

活動網站：https://www.twnic.net.tw/eai/

發現@福爾摩沙.台灣

林真心@就古錐.台灣
大家@一起註冊.台灣

尼克@就是愛.台灣

雞年@行大運.台灣

趴趴走@愛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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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精選集─
  第二名redbrick-pudding.com.tw

以下作品為參加本中心舉辦「夢想起飛網路創業e起

追2016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活動的第二名作

品，本活動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s://www.twnic.net.

tw/2016ebiz/ 。

如果有一天，你有機會脫離熱愛但辛苦的麵包烘焙工

作，轉身成為大型汽車零件製造企業主，每年有上千萬

的營業額進帳，你會選擇當一個麵包師，還是當一個企

業主？現任布丁烘焙師的郭峰成，是道地的台南囝仔，

時常聽阿嬤提起叔公的烤布丁。認真看著阿嬤述說時的

懷念神情，讓郭峰成自此立志要當一個糕餅烘焙師。而

在郭峰成退伍後，完成願望赴日本京都，與歸化日籍的

叔公學習傳統古早味漢餅技藝，帶回高級正統布丁做

法，還在台南開了一家西點麵包專賣店。在生意大好之

際，掌管家族汽車五金事業的長輩因為年事已高，提出

要郭峰成接手家族事業的要求。在長輩軟硬兼施甚至不

惜下跪懇求的壓力下，忍痛放棄最愛的烘焙事業，頂出

了麵包店並接下家族事業的棒子。13年來，家族事業

漸趨穩定，郭峰成興起重新投入無法忘懷的烘焙糕餅製

作。然而，這個決定卻遭到家人反對，妻子認為原本的

事業收入豐厚穩定，但郭峰成卻要放棄事業重新開始，

「以後的生活該如何？」還因此與郭峰成大吵一架。兩

週後的晚餐桌上，郭峰成端出親手製作的布丁讓全家人

試吃，並告知家人：「或許往後的日子無法如此優渥，

但爸爸會努力用這個布丁承擔一家的幸福，而我的布丁

若沒有你們的支持，是無法圓滿幸福滋味的，也希望你

們能支持我的選擇」感受他對糕點的熱情，郭峰成的太

太說，「看著他認真的表情和那股非做不可的傻勁，突

然覺得物質的追求最終也是希望能夠快樂，能在簡單的

幸福中找到快樂，不是很好嗎？」於是，郭峰成在家人

支持下，終於有機會再次投入烘焙事業當中。重新回到

烘焙界，郭峰成堅持材料一定要用台南當地生產的雞

蛋、牛奶以及當地食材，並使用低熱量的寒天，就是為

了要製作出頂級又健康的烤布丁，還在造形上下足功

夫。以古厝百年磚頭為形象，做成不同於一般布丁的方

形，傳達出五條港文化園區－西羅殿的古厝記憶。嚴格

的品質把關和有別於傳統卻更容易品嚐的紅磚造型，讓

郭峰成的「方塊布丁」名聲就此打開，甚至獲得全國美

食伴手禮特優獎的殊榮！

「紅磚布丁」官方網站：

http://redbrick-pudding.com.tw/

圖片來源：「紅磚布丁」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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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食展，從早期單純的食材與料理，擴展
到食器、文化與飲食氛圍，食藝文化結合名廚
料理、各地特產食材結合成在地美食，風格愈
來愈多樣，更帶入臺灣美食國際化領域。除了
色香味美的菜色，也有動態十足的廚藝競賽，
遠從各國慕名參賽的名廚讓美食展更顯國際
化。

為全國唯一結合了泛舟、路跑、單車三項極致運動的
鐵人競賽活動，分為鐵人組、泛舟+路跑二鐵組以及團
隊合作的鐵三角組，沿路遠眺雄偉的太平洋，東海岸
最美的山海景色盡收眼底。除了鐵人三項競賽外，也
結合了生態特色與部落文化，提供多種套裝遊程供遊
客選擇，可藉此深入探索不一樣的臺灣，最美麗的東
海岸！

一年一度的泳渡日月潭活動，每年中秋節前
後，都會有來自台灣與海外各地的游泳好手，
齊聚日月潭朝霧碼頭處參與這個盛會，成為
「萬人泳渡日月潭」的嘉年華盛事。全程大約
3000公尺，於民國91年正式列入世界游泳名人
堂。每年均吸引來自四面八方數萬游泳愛好者
參加。

7/21 

7/24

6/18

9/24

6/30 

8/06

www.tcetva.tw
臺北  臺灣美食展

eastcoast-sport.ncom.tw
花蓮  秀姑巒溪國際泛舟鐵
人三項競賽

www.pulifourswim.tw
南投  日月潭萬人泳渡

熱氣球色彩繽紛、如夢似幻且巨大美麗，讓遊客
爭相一睹它的風采，搭乘熱氣球翱翔天際，飽覽
縱谷之美。活動包含熱氣球自由飛行表演、熱氣
球繫留體驗、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光雕音樂
會、熱氣球婚紗禮讚、熱氣球夏令營，讓前來活
動現場的遊客滿載而歸並留下滿滿美麗的回憶，
除了現場體驗升空的感動，還有視覺及聽覺浪漫
激盪的精采饗宴。

balloontaiwan.taitung.gov.tw
台東  臺灣熱氣球嘉年華活動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http://www.taiwan.net.tw

2017年第3季.tw/.台灣相關活動

「童玩」這個主題想彰顯的是人們永遠想玩的
心情、以及因為想玩所引發的源源不絕的創
意！提供兒童們一個可以與父母同樂、與朋友
同享、與世界文化交朋友的歡樂活動。不同於
一般單一藝術形式的藝術節，童玩節是一個複
合式的藝術節，由演出、展覽、遊戲、交流四
大主軸交錯串連，將童玩這個主題以豐富的面
貌呈現。

7/01 

8/13

www.yicfff.tw
宜蘭  宜蘭國際童玩藝
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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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有什麼樣的價值？

在愛爾蘭，網路經濟的市值將近90億歐元。愛爾蘭消費

者早已將數位科技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上網瀏覽、購買

物品及線上交易已經成為常態。為了分析網站對企業的

價值，IEDR進行了500家愛爾蘭中小企業調查，以了解

網站對其事業獲利的重要性。

結果顯示有網站的愛爾蘭中小企業透過線上銷售其產品

及服務，每年增加24,000歐元的額外獲利，這其中包括

一年多出22件平均價值1,089歐元的工作或銷售業務。

85%有網站的中小企業表示，網站對產生新業務或銷售

業績具有重要性。

統計結果顯示每5家中小企業就有2家表示他們透過網站

接獲新的案子。愛爾蘭中小企業透過線上銷售，打入無

國界的市場，全年無休開門營業。網站對於今日從事商

務而言就是一大要事。

此次調查亦訪問了1,000名愛爾蘭消費者，詢問其線上

行為以及對於一家公司提供線上資訊的看法。結果發現

80%的愛爾蘭消費者會上網搜尋關於商家的資訊。其中

有83%的人認為其當地的商家應該至少有基本的網站，

且每4個人中就有將近3個人因為商家連網站都沒有而感

到失望。51%的消費者認為當地商店及企業應做好面對

數位時代的準備。最重要的是，有近70%的人認為沒有

上線的商家似乎已經「落伍」。證明網站確實對中小企

業具有價值。

以整體功能性而言，將近65%的消費者會希望能在線上

瀏覽及搜尋當地各大商店的產品；60%的人表示，如果

當地商家未提供線上管道，他們會考慮向其競爭對手購

買相同的線上商品。這顯示出消費者偏好以線上方式與

當地企業進行互動，以及企業可透過更好的線上規劃來

獲得賺取額外收益的機會。

網路明顯改變了消費者的期望，消費者喜歡網站的方便

及可存取性，尤其若網站能提供商品清單及線上購買的

選項更佳。如果不在網路上提供管道獲得資訊，就等同

放棄龐大的潛在客戶；80%的愛爾蘭消費者會在線上搜

尋資訊，沒有網路管道等同在消費者眼前隱形。

對中小企業而言，電子商務是保持業務永續及成長的重

要平台。現在，技術或經驗有限的中小企業都可透過網

站建構業者打造其網站，創造出公司的線上管道，隨著

使用便利及人性化的數位工具更普及，中小企業進行線

上轉型及線上銷售已變得前所未有地簡便。

資料來源：https://www.iedr.ie/blog/what-is-the-

value-of-a-website/

值得信任的網站具備哪些要素？

新興網路商店或網路企業面臨到的最艱鉅挑戰之一，就

是要贏得潛在客戶的信任。網路買家比前往實體商店購

物的人警覺性更高，因為實體商店可以親眼看到和感受

產品。所以為了盡可能使網站受到信任，企業投資的時

間和金錢可能所費不貲。然而，各種增進消費者信心的

方法究竟成效如何？以下是贏得信任的五種最佳方法：

1.評論: 對網路商店的信心度而言，「評論」自然是最

大的影響因素，長久以來都是如此。雖然消費者明白評

論有時是賣家「散播」的，但60%的買家通常還是會在

判斷網站可信度時參考評論。

2.付款選項: 消費者最先注意到的是能否使用其熟悉且

可信任的管道付款，然後才將商品加入購物車。

3.地理位置及網域名稱: 有1/4的消費者認為在購物時商

店的實體位置會對消費行為產生很大的影響。有時雖然

可以透過網站清楚分辨商家所在的地點，但消費者也會

注意網域名稱。當地的域名通常較能增加信任。如要做

國外的生意，那麼註冊當地的網域名稱絕對值得。

4.警告訊息: SSL憑證也很重要。自從Google在2015年

將網站的憑證狀態納入其排名標準後，這點更是如此。

但光是取得SSL憑證並不夠，憑證還必須具備實際作

國際域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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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企業家的夢想理所當然地就是獲得成功，只不過

新創企業的名稱及相關的網路身分通常並未受到該有的

重視。除了社群媒體管道及設計專屬的網站外，品牌也

應該納入相關的網域名稱之中。在此點出五個最常在挑

選網域名稱時犯下的錯誤：

1.新創企業沒有專屬域名

網站是用來接觸客戶的集散地，也是公司通訊網路的核

心。網站擁有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由設計內容，無需遵

守第三方（如Facebook或App Store）的管制政策，若

您無法自行管理內容，就必須承受依賴第三方的風險，

網站封鎖、禁止內容，或終端使用者實際看見的樣貌，

全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解決辦法就是：架設自己

的專屬網站，並確保註冊優質的網域名稱。

2.網域名稱對不上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及其網域名稱不該有差別。很不幸的是，許多

創立不久的公司等太久才去取得適合的域名，連帶導致

其品牌受害。例如，Twitter一開始使用的網域名稱是

twttr.com。創辦人很快就發現twitter.com比較好，儘

管也還有辦法取得這個網域名稱，但這已經是Twitter

發表6個月後的事了。

3.網域名稱讓人記不住

創立不久的公司通常會挑選賣弄文字的網域名稱，希

望看起來獨一無二、高人一等。像是「教學輔導大

會 (Instructional Coaching Conference)」使用 http://

events.esc13.net/icc的網址。只是，誰會去記住這種

又長又難懂的網址？大多數企業遭遇到的難題是必須積

極宣傳讓人記得住的網域名稱，但這種做法代價可不

低。最糟糕的情況是，潛在客戶找不到該公司網站，因

而轉向競爭對手的網站。該如何防範這種情況？遵守

經過實戰驗證的KISS原則：追求簡潔 (Keep it simple, 

stupid)。只要網域名稱短又簡單，就越容易記住。

4.新創公司未顧及拼寫錯誤

如果網址裡面包含自創的字詞，就必須確保拼寫錯誤

的版本也納入其持有的網域名稱組合內，這樣才能確

保訪客即使輸入錯誤的網域名稱，仍可以前往您的網

站。Facebook已設想到所有拼寫錯誤的情況，例如輸

入Faceboo.com、Facebok.com及其他拼法，都仍會指

向Facebook網站。

5.頂級域名的高風險

挑選網域名稱時要注意頂級域名，因為某些頂級域名

隱含無法預見的風險。像bit.ly或visual.ly等網址末尾的

.ly其實是利比亞的國碼。即使頂級域名並非來自衝突地

區，仍會產生無法預料的結果，以.hosting及.audio等

的頂級域名為例，其每年的註冊費會快速漲價，這類頂

級域名早先的註冊年費是20美元，但現在已漲至每年

300美元。

線上行銷專家推薦使用可靠的頂級域名作為網站的主要

網址。此外，新創企業也該逐步擴充其網域名稱組合，

並避免挑選網域名稱時犯下這五個常見的錯誤。

資料來源: 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170510_

digital_identity_and_branding_five_most_common_

mistakes_in_naming/

用，如果出現「此網站的安全性憑證有問題」等訊息，

59%的消費者很可能轉頭就走。

5.認證組織: 目前對於認證組織的看法尚無共識。但如

果您獲得某一組織的認證並在網站顯示，消費者一定會

注意到。調查顯示61%的人表示自己會在造訪新的網路

商店時，會確認有無認證標誌。

最後，信任度同樣也取決於網站給人的整體印象，即使

做到全部上述的五種方法，若網站給人的整體外觀及感

受無法讓人信賴，還是沒辦法贏得信任。因此，最好能

在網站上線前，先向潛在客戶詢問其感想。此外也別忽

略了自己的「直覺」：如果自己感覺有地方不對勁，別

人很可能也有同樣的感覺。

資料來源: h t tps : / /www.s idn .n l /a /knowledge-

and-development/what-makes-your-website-

trustworthy?language_id=2&langcheck=true

網路身分及品牌：五個最常見的命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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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域名發展現況

依據全球相關單位統計，截至2017年第1季，全

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達3億1,100萬，

較前一季微幅成長約0.5%，約成長150萬筆域

名，主要是ccTLDs的成長，全球較上一季成長

了0.7%，其中以.ru、.fr與.cn成長率表現最為亮

眼。

以全球市佔率來看，新gTLDs仍約佔全球頂級網域名稱

數量的8%，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是受到了本季.xyz

和.top數量的減少。而ccTLDs和傳統gTLDs則分別佔全

球頂級網域名稱數量的40%及52%。

目前大約有1億8,600萬筆的gTLDs，其中傳統gTLDs約

佔87%。新gTLDs本季成長得比以往還要來得慢，僅成

長了0.3%，原因在於.xyz和.top各減少了7%及12%。

.loan由於成長了116%，在新gTLDs中脫穎而出，註冊

數量已經來到了180萬筆。

以歐洲來說，歐洲35個ccTLDs自2011年成長率

逐年下滑，至2015-2016年ccTLDs的成長率才開

始回穩。對於新企業而言，gTLDs的加入提供了

更多頂級網域名稱的選擇，但ccTLDs在品牌意識

上仍有其無法取代的地位，各個市場區塊的買家

行為經常顯示「熟悉度」才是決策的重要一環。

因此，有鑒於國碼識別及其形象受到各國人民信

賴並感到安心，ccTLDs正站在一個很好的起點

上，並且應該對其獨特地位持續加碼投資。

資料來源: 

https://centr.org

http://www.circleid.com/posts/20170217_market_

flatlines_after_icann_introduces_new_gtlds/

全球各頂級網域名稱每季註冊總量 ( 單位 : 百萬筆 )
全球各頂級網域名稱每季註冊成長率

新 gTLDs, 
24.6,7.91%

傳統 gTLDs, 
161.5,51.93% 

ccTLDs, 
124.9,40.16% 

▲全球各頂級網域名稱每季註冊總量與成長率

▲ 2017 年 3 月全球 ccTLDs 與 gTLDs 註冊數量與市佔率 ( 單位：百萬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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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全球前 10 大頂級網域名稱註冊數量 ( 單位 : 百萬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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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2季及第3季全球重點網路會議

地點：美國紐奧爾良

日期：4月2-5日
網站：www.arin.net

地點：匈牙利布達佩斯

日期：5月8-12日
網站：ripe74.ripe.net地點：烏拉圭蒙特維多

日期：9月18-22日
網站：www.lacnic.net

地點：南非約翰尼斯堡

日期：6月26-29日
網站：www.icann.org

ARIN 39
地點：巴西伊瓜蘇

日期：5月22-26日
網站：www.lacnic.net

LACNIC 27

地點：肯亞奈洛比

日期：5月31日-6月2日
網站：www.afrinic.net

AFRINIC 26

地點：捷克布拉格

日期：7月16-21日
網站：www.ietf.org

IETF 99

ICANN 59

RIPE 74
LACNIC 28

地點：台灣台中

日期：9月7-14日
網站：conference.apnic.
net/44

APNIC 44

APTLD 72

APTLD 72 
地點：喬治亞提比里斯

日期：9月14-15日
網站：www.aptl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