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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IC通過BS 10012個人資料管理系統國際標準驗證

TWNIC有鑑於.tw/.台灣網域名稱註冊服務及執行中心

相關業務，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要性，於2017年

針對網域名稱註冊服務、教育訓練與研討會之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與利用等範圍，導入個人資料管理系統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

歷經逾半年之PIMS系統導入、制度及程序建置、個人

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作業落實、以及改善現行作業以

符合個資相關法令法規等。TWNIC於本年度5月11日通

過外部稽核單位「英國標準協會(BSI)台灣分公司」進

行BS 10012：2009個人資料國際標準第一階段書面審

查後，已於5月23日BSI台灣分公司的第二階段實地稽

核審查，正式通過BS 10012：2009個人資料管理系統

(PIMS)國際標準之驗證。

通過BS10012國際認證後，TWNIC已取得ISO9001、

ISO27001及BS10012三項國際標準，成為全球第一家

同時擁有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品質管理系統及個人資料

管理系統多元化整合管理系統之國家級網路資訊中心

(NIC)。

事實證明，TWNIC長期致力發展我國.tw/.台灣域名解

析服務提供與註冊管理政策的優異成果。TWNIC期許

以符合國際標準的域名註冊服務與資安、個資風險管

理，提供國人最友善、優質的網路及網域名稱使用環

境，藉由ISO9001、ISO27001及BS10012三大國際標

準化管理系統整合各項資訊作業流程並降低風險。秉持

提供國內網路業最好的使用環境為宗旨，配合技術與業

務並重的原則，繼續朝向高標準優質服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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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16屆新人王網站設計大賽」開跑 
 邀您一起用”故事”響應網站

「2017域名飄 愛心揚 根留台灣」-慈善公益活動開跑

TWNIC自2002年起舉辦新人王網站設計大賽，至今已

10餘屆之久，此活動已為網際網路培育出不少新秀人才

及累積許多優秀作品。本屆新人王活動已正式開跑，主

題為：「故事」。歡迎具有網站設計專長、具創新及創

意的朋友，不分個人或團體，有註冊.tw/.台灣的專屬網

域名稱的，前來挑戰報名參加比賽。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民國106年11月5日24:00止。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秉持回饋社會之宗旨，自

2001年起與受理註冊機構共同舉辦「域名飄、愛心

揚、根留台灣」慈善捐款活動，以「一筆註冊、無限希

望」概念，提撥固定比例之域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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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起至10月31日期間，至參與本活動之受理註

冊機構網站，新申請或續用一筆.tw/.台灣網域名稱，

TWNIC與參與本活動之受理註冊機構即提撥網域名稱

管理費用3%作為愛心公益基金，並於活動結束後匯集

善款共同捐贈予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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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台灣 一網點進，看見台灣

「2017 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活動」圓滿落幕

自今年八月起TWNIC陸續出現在高鐵台北車站、桃園

及台中，帶您一起看見台灣生命力！

點進.tw/.台灣 看見台灣產品的豐富與優質，台灣產業

的勤奮與用心，台灣服務的細膩與溫暖，帶您一起珍

惜身在台灣的我們所擁有的幸福時刻，也讓全世界看

見台灣邁向國際的軟實力！

「2017 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活動決賽暨頒獎典禮」於106年8月18日北科大集思會議中心順利結束，感謝所有對

於「2017 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關注與支持的網友及參賽者們，本活動經過激烈的評審團初審、複審及現場決

賽等階段，在各界期盼下於眾多優秀作品中評選出本屆得獎名單，共選出七組作品獲獎，結果如下：

    第一名：lifechem.tw 『第一化工 / LiFe 生活化學』 

    第二名：taiwanjpice.com.tw 『小惡魔雪莉貝爾 DIY 冰棒,蛋糕』 

    第三名：ucarer.tw 『優照護』 

    佳  作：funoo.com.tw 『方城市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佳  作：lovefive.com.tw 『伊努樂園』 

    佳  作：babyview.com.tw 『寶沛靴有限公司』

    佳  作：loveheart.com.tw 『微笑愛心花式棉花糖』

恭喜各位得獎者！也感謝所有入圍者及參賽者的協助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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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fair.org.tw

臺北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www.taipeisprings.org.tw

臺北 臺北溫泉季

www.sunmoonlake.gov.tw

南投 日月潭騎響花火音樂嘉年華

www.taichungjazzfestival.com.tw

臺中 臺中爵士音樂節

wwww.nkstemple.org.tw

臺南 鯤鯓王平安鹽祭

www.taroko.hl.gov.tw

花蓮 太魯閣峽谷馬拉松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http://www.taiwan.net.tw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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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重要？還是FACEBOOK粉絲頁重要？
對企業而言，究竟是網站重要？還是Facebook粉絲頁

重要呢？許多小型企業主都為此深感困擾。有些人抱怨

網站瀏覽人數太低，且網站維護工作又多…。反觀用像

Facebook的社群網路打造形象的企業主，似乎能輕易觸

及不斷成長的追蹤者客群，且無需負擔任何費用。

根據IEDR近期的研究指出，62%的愛爾蘭中小企業現在

都有社群媒體露出管道。dot ie Digital Health Index（數

位健康指數）亦指出，在使用社群媒體的愛爾蘭中小企

業中，93%因其商業知名度提升而獲益。

也許，是時候放棄網站、聚焦於社群網路客群了？

不過，還是有一些更廣泛的問題需要考量。社群網路的

功能不斷推陳出新，離開社群網路一段時間後再回來，

可能會發現某項功能已消失不見了，或是突然出現一大

堆必須接受的隱私選項，讓人感到困擾。以目前全球最

大的Facebook來說，Facebook一開始的做法是確保所

有追蹤者都能看見商家貼出的所有內容。然而，到了今

日，商家貼文的觸及率已經很少達到10%。是否曾經貼

出更新後，卻得不到多少互動？原因很簡單，因為使用

者在動態時報上看不到您的最新訊息。

免費透過社群網路觸及真人客群的美好理想，卻因社群

網路不定時修改使用條款而幻滅，是經常可見的情節。

試想當商家透過第三方網路打造門面時，就像免費住在

他人家的房客，會因該家公司的決策而立即受到影響，

而且沒有任何應有的保證或保障。在網際網路上，房東

的規定想改就可以改，而且通常是無預警即時生效。

相較之下，企業網站是由您個人及公司一手掌控。沒有

您的許可，網站不會有任何變化，您可以決定資訊的呈

現及更新方式。擁有自己專屬的網站等同購買財產，也

就是成為實質的房東，比租賃多出更多的保障。

好消息是，在今日，打造及維護網站變得比以前簡單許

多。許多平台皆可自行更新，確保您的網站隨時享有對

抗最新安全性威脅的保障，並讓您提早使用強大功能，

讓造訪網站的瀏覽訪客感到驚艷。

所以，結論是網站及Facebook粉絲頁對現代中小企業都

很重要。每一個業主一開始都應打造自己的網站，作為

網際網路上的永久家園，將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等

到網站完成之後，透過社群網路積極曝光，以觸及更廣

大的客群，最終將客群轉換成開心掏錢的顧客。

在過去，域名的價值和其長度成反比：名稱越短、價值

越高。為什麼呢？因為簡短的名稱更容易記住，也更方

便輸入。部分交易商甚至採取註冊任何短字詞的手段，

無論該字詞是否具有明確的意義。

不過，近年來網域名稱的平均長度變得愈來愈長，頂

級域名亦是如此。以城市做為新gTLD域名為例，部分

城市在申請時，選擇使用全名當作頂級域名，例如：

.amsterdam和.hamburg。其他城市選擇使用縮寫，例如

紐約市的.nyc和巴塞隆納的.bcn。現在，這些域名持續使

用當中，長的頂級域名似乎表現得比短的要好。.nyc是

個特例，因為人們對於這個縮寫早已習以為常了。

顯然網域名稱長度的影響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大，主要是

因為使用網際網路的方式已有所改變：人們無需再像過

去那樣頻繁地輸入域名，「易讀性」才是現在更重視的

面向。2012年，個人電腦和筆記型電腦仍然是人們用來

上網的主流裝置，據統計當時69%的網際網路使用者表

示，他們經常透過輸入域名來開啟網站。近年來智慧型

手機躍為主流，僅剩33%的使用者還在輸入域名。與此

同時，一項全球調查中，95%的受訪者表示會在一定程

度上根據網站的名稱和頂級域名來判斷搜尋結果。

所以現今閱讀網域名稱時，辨識度最為重要，而非長

度。由此可知，windmill.amsterdam的長度雖然長得

網域名稱的長度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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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許多UDRP裁決表明，即使商標所有者延遲對域名

搶註者提起訴訟，被告通常亦不得以此作為抗辯理由，

但演員David Duchovny在域名<davidduchovny.com>

註冊近21 年後決定提出UDRP申訴，這恐怕是史上拖延

最久的域名爭議。

Duchovny最廣為人知的角色大概就是《X檔案》中

的FBI特別探員Fox Mulder，該劇播出年份為1993- 

2002年，Alberta Hot Rods c/o Jeff Burgar(以下稱

Burgar)就於1996註冊了域名<davidduchovny.com>，

正是Duchovny活躍於電視圈之時，當年UDRP尚未

訂定，回顧域名爭議案件可以發現Burgar這個名字

經常出現，Burgar最著名的一案，是因註冊了域名

<brucespringsteen.com>而被該名歌手提告，而他在

這項UDRP的裁決中獲判勝訴。

在談論域名爭議的歷史和UDRP系統現存的不確定性

時，經常會提到<brucespringsteen.com>的裁決。在

這個具有爭議性的案件中，Burgar提出了被仲裁庭描

述為「重大回應」的主張。分庭審理的三名仲裁人認

為，Springsteen無法針對UDRP三項要件中的其中兩

項舉證，主要是因為Burgar未將此域名作為商業用途，

因此允許Burgar繼續持有該域名，而他也以「Bruce 

Springsteen Club」這個註冊人名稱將該域名保留至

今，該域名似乎也未用於連結任何使用中的網站。

儘管Burgar在<brucespringsteen.com>一案勝訴，但

他在早期其他數個涉及名人網域的UDRP裁決中敗訴，

包括歌手Celine Dion、演員Kevin Spacey和作家兼導演

Michael Crichton的域名，這些裁決都在2001年發布。

Duchovny遲至2017年才提出申訴的原因尚不清

楚，《X檔案》再掀熱潮或許是因素之一。(最近，

Duchovny開始使用域名<davidduchovnymusic.com>，

此域名剛於2016年註冊。)

UDRP裁決僅援引普通法之商標權，表示Duchovny「充

分爭取『自己的』權利，也充分表現出對其名字的關

注」，令人訝異的是，這位演員在提出申訴前卻從未取

得商標註冊，特別是在考慮到他並未迅速爭取該網域名

稱後，該庭仍做出此一判斷。

仲裁庭當然也有注意到延遲這件事，寫道：「本仲裁庭

缺乏衡平權力，因此，即使延遲21年，亦不能視作權利

懈怠之行為。」然而，該仲裁庭並沒有完全忽視延遲的

潛在衝擊。在評估UDRP中的惡意因素時，該仲裁庭寫

道：「『本庭』認為，該紀錄無法作為裁決根據，無法

證明僅是註冊該爭議域名21年，即會造成任何網際網路

使用者對任何商品或服務的來源出處產生混淆，而且實

際上並無利潤損失、營業虧損或商譽上的損害。」換句

話說，拖延了21年本來是可能會削弱Duchovny一案的

立論基礎。

然而，考慮到Burgar過去UDRP裁決敗訴的紀錄、「申

訴人作為好萊塢演員的知名度」且Burgar未積極使用該

域名，因此仲裁庭認定他懷有惡意。雖然這並非每次都

是UDRP案件中的決定性因素，但也可能是讓Duchovny

在UDRP案中勝訴的原因。

雖然Duchovny案和任何法律爭議一樣取決於事實真

相，但也提醒了我們一件事：提出域名的UDRP申訴或

許永遠不嫌晚。

多，效果卻優於wml.ams。原因很簡單，因為一眼就

能看出它的涵義。

不過，那並不表示網域名稱的長度再也不重要了。比

方說，要是網域名稱未能配合手機畫面，就不容易閱

讀。如果在iPhone 5上進行Google搜尋，30個字元

以內的域名可以輕鬆納入畫面中。這種長度的名稱可

含括www、頂級域名和分頁，如www.volkskrant.nl/

economie。一旦超過40個字元，可讀性即迅速下滑。

如果您正在構思新的域名，可別因為名稱長就放棄了好

點子。問問自己，這個名稱好不好讀？它在智慧型手機

上的顯示效果如何？加上一兩個連字號會不會更好？還

是說這樣做只會讓名稱變得難懂？諸如此類的問題肯定

值得拿來檢驗。

事隔21年，演員大衛·杜考夫尼終獲自己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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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球相關單位統計，截至2017年第2季，

全球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達3億1,200

萬，較去年同期成長約1.9%，其中有許多在

去年同時間正值成長巔峰的頂級網域名稱，

可能因為沒有更新資料，導致成長力度相較

於今年第1季是弱的，這同時也顯現在gTLDs

的平均更新率是下滑的情形上。

在各頂級網域名稱的組成上，ccTLDs的

佔比有略微成長的趨勢，絕大部分因素是

因為gTLDs中.net、.org與.xyz的下降。其

中ccTLDs佔比最大的是歐洲的ccTLDs，

大約7000萬筆域名，其次是亞太地區的

ccTLDs，由超過66個ccTLDs所組成。

gTLDs 數 量 與 前 一 季 差 不 多， 與 去 年 同 期

相比成長了 1.1%，大多數的成長來自於新

gTLDs，約成長了 200 萬筆，年成長最多的

包 括 .loan、.accountant 和 .cloud， 地 區 相

關的 gTLDs 成長較多的有 .tokyo、.moscow

及 .vegas。傳統 gTLDs 中以 .info 成長的最多，

有 8% 的年成長，另外 .com 也有約 1% 的年

成長，但在其他傳統 gTLDs 表現上普遍減少，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這一年來的平均續用

率下滑的緣故。

季

季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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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美國聖荷西

日期：10月5-6日
網站：www.arin.net

地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杜拜
日期：10月22-26日
網站：ripe75.ripe.net

地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布達比
日期：10月28日-11月3日
網站：www.icann.org

地點：奈及利亞拉哥斯

日期：11月27日-12月2日
網站：www.afrinic.net

ARIN 40
地點：捷克布拉格

日期：7月16-21日
網站：www.ietf.org

IETF 99
地點：新加坡

日期：11月12-17日
網站：www.ietf.org

IETF 100

RIPE 75ICANN 60
AFRINIC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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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