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季刊Watch
2017 Winter Issue

1

TWNIC競賽活動與公益計畫徵選結果出爐

「2017啟動視覺飆創意.tw/.台灣形象廣宣品設計競

賽」與「2017第16屆新人王網站設計大賽」已圓滿結

束，今年參賽者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展現 好的一面，融

入時下新元素於創作之中。 終在各競賽中評選出優秀

的得獎作品，得獎作品可見活動網站：

「2017啟動視覺飆創意.tw/.台灣形象廣宣品設計競

賽」：www.twnic.net.tw/2017adv

「2017第16屆新人王網站設計大賽」：2017.netking.

tw

另外，TWNIC從2001年以來，希望在提供民眾體驗網

域名稱所帶來的生活便利之餘，同時回饋社會，特別舉

辦「域名飄 愛心揚 根留台灣」公益計畫，希望幫助弱

勢族群或偏遠地區。今年計畫徵選結果已經出爐，包括

社團法人台灣愛希望兒童關懷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

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社團法人

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黃絲帶愛網關懷

協會、社團法人南投縣麻煩小天使協會、財團法人台北

市私立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

金會、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牧心智能發展中心、台灣兒

童伊比力斯協會及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等11

家，本中心將與這些單位合作辦理相關公益計畫，期盼

能為社會盡一份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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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TANET網路創業專題演講」圓滿落幕

2017 .tw/.台灣趨勢講座教您輕鬆架站

TWNIC為普及應用「.tw/.台灣」網域名稱，今年

「.tw/.台灣趨勢講座」推出「網域名稱入門實機課

程–專屬網站架設實務」課程，讓非技術人員，從

註冊網域名稱、設定DNS到建置網站內容，透過講

師由淺入深的引導與實作過程中，體驗輕鬆架設專

屬網站的樂趣。

此外，「2017 .tw/.台灣趨勢講座」也就網站SEO、

電子商務、大數據應用與網路經營等議題邀請專家

分享理論與實務的應用，並舉辦「.tw/.台灣網聚活

動」從產品服務面切入網域名稱的應用，幫助註冊

人更有效率的運用網路，拓展業務觸角。

詳細活動資訊，請上https: / /www.twnic.net.

tw/2017talks。

今年共辦理19場次，近750位來賓參加。2018年相

關課程活動資訊，將持續更新於本中心網站，敬請

期待！

網路的出現降低了創業啟動的門檻，

使得現今社會新鮮人畢業後有了「網

路創業」這個新選擇，現今青年創業

亦屢屢可見，有鑑於此TWNIC今年特

別於2017TANET活動安排了兩位新世

代的成功創業家，分別是網路創業故

事徵選得主木酢達人的陳偉誠與小惡

魔雪莉貝爾DIY冰棒蛋糕的陳汶萱，

現場與即將畢業的同學們面對面分享

各自的成功心法，並認知在行銷推廣

之外，「網域名稱」實為網路創業重

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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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TWNIC網路創業故事徵選」精選集─
第一名lifechem.tw

以下作品為參加TWNIC舉

辦「夢想起飛網路創業e起

追 2017TWNIC網路創業

故事徵選」活動的第一名

作品，活動相關資訊請參

閱https://www.twnic.net.

tw/2017ebiz/ 。

 「LiFe 生活化學」是一

個知識平台。它的名稱由

來是兩個化學元素。Li是

鋰、Fe是鐵，合在一起就

是”LiFe”生活、生命之

意，我們希望能讓更多人

了解生活中的化學知識。

LiFe的團隊背景是「第一化工」，一個擁有50年歷史的

老企業。在台灣，化學是被世人誤解與排斥的領域，甚

至會將它惡魔化。然而我們始終認為化學是一門科學，

它無時無刻都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為了能改變大眾對

於化學的刻板印象，在2014年時基於「企業社會責任 

（CSR）」成立了LiFe這個知識品牌。

透過網站上的輕閱讀文章、實體手作活動、DIY商品的

虛實整合（O2O）形式向粉絲們傳達「化學其實很有

趣」理念。我們知道，要透過化學教育獲利是一件相當

不容易的事情！然而，這是使命也是企業累積數十年來

的專業優勢！將所知分享出去的「利他經濟」模式，粉

絲們很能接受。用非典型方式推廣生活中的科普知識，

除了文章與商品穩定的客群，活動方面也有許多教育單

位（如：士林科教館、基隆海科館、淡江大學化學系、

親子天下等）皆願意主動與我們合作。亦有許多單位對

於傳統產業為何要「數位轉型」感興趣而邀約演講或報

導（數位時代雜誌、工研院、TEDx、高雄數位內容創

意中心等）。

由於起初對於建構網路平台並無相關經驗， 大的困

難就是「技術背景不足」，所幸這些阻力都已化為助

力。在台灣，要建構一個媒體網站的成本相當高，且

又要顧及到同樣是沒資工背景的團隊們往後的作業便

利度。不會？就「學」吧！在挑選工具上做了許多功

課， 後是選擇美國的Weebly。「門面」是實體門市

的第一印象，也是消費體驗的環境。而網站就是虛擬

門市，風格與調性很重要。為了讓造訪者能體驗更好

看、操作更便利的網站而去自學html、CSS語法。也不

斷的向許多前輩們學習數位媒體經營的技巧（搜尋引

擎 佳化（SEO）、使用者體驗（UX）、使用者介面

（UI）等）。這些寶貴知識也都會和同仁們分享，不僅

大家都能共用的認知來討論工作，也間接培養了團隊的

第二專長！

網路創業是條辛苦路，但我們能造福他人，成就自己因

此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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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ibe.org.tw

臺北 台北國際書展 www.wanjinshi-marathon.com.tw

新北 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gosheep.chingjing.com.tw

南投 清境奔羊節 

tung.hakka.gov.tw

全台 客家桐花祭

www.wumiao.idv.tw

臺南 鹽水蜂炮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http://www.taiwan.net.tw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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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發生域名爭議案件的 ccTLD
許多ccTLD的註冊管理單位已採行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政策UDRP或類似之政策，甚或完全沒有爭議處理政策。

雖然ccTLD域名爭議發生的頻率不如.com頻繁，哪些

ccTLD 常發生爭議還是值得關注。其中又以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WIPO經手審理的域名爭議案件 多，而 常出

現在其決定書中的ccTLD是.nl (荷蘭)，其次是.au (澳洲)和

.es (西班牙)。

以下是WIPO近年來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件數前10大

ccTLD (括弧內的數字代表截至2017年10月18日的爭議域

名案件數量)：

1.   .nl (955)   6.   .mx (461) 

2.   .au (780)   7.   .fr (373)

3.   .es (666)   8.   .tv (306)

4.   .ch (579)   9.   .ro (187) 

5.   .co (509) 10.   .ir (161)

對照WIPO處理過的.com (49,219)、.net (6,298)和.org 

(4,094)爭議處理案件數量，這些ccTLD域名爭議處理案件

的數量頓時相形失色，即便如此，上列10個ccTLD的域名

為什麼會這麼常發生爭議還是值得探究。除了與域名註冊

數量可能有所關聯之外，推測還有幾種原因：

1. 在這些ccTLD中，.co (哥倫比亞)和.tv (吐瓦魯)這兩個

ccTLD相當受歡迎，常被當作.com的替代品來行銷，

而且已採行UDRP，這或許意味著兩件事情：它們受

到域名搶註者青睞，且商標所有者能放心地行使其權

利，對註冊者提出申訴。

2. .nl (荷蘭)的爭議處理政策允許商標所有者免費申訴，只

有在強制調解不成功時才需要支付費用，因此，這個

形式對商標所有者而言相當具有吸引力。

3. .au (澳洲)的爭議處理政策仿效UDRP的形式，但對商標

所有者來說更具彈性，因為.au (澳洲)的爭議處理政策

僅要求商標所有者證明該域名已被註冊或者被惡意使

用，相對UDRP則是要求兩者兼備。

4. 後必須強調，此清單中的ccTLD僅包含WIPO提供爭

議處理服務的對象。部分ccTLD爭議政策並不在WIPO

的處理管轄範圍內，例如：經常發生糾紛的.uk (英國)

及.us (美國)，前者由Nominet負責執行的爭議處理服務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 DRS) ，後者由Forum負責

執行的usTLD爭議處理政策 (usTLD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

現今仍有46%的美國小型企業仍未擁有自己的官方網站。

企業如果沒有網站形同錯失讓事業成功 關鍵的一環，造

成使用者無法輕易搜尋到他們的產品及服務。而如果只靠

Facebook專頁或Instagram帳號，會導致公司過於依賴單

一銷路及特定平台的人氣。

域名在企業行銷策略中亦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因為域名

是衡量行銷目標成功與否的依據。重點不只是要擁有自身

的域名，更重要的是使用了哪些域名組合以及如何使用，

才是應優先考量的面向。

企業尋找合適的名稱至少需要數個月，有時甚至是更長，

畢竟域名隨處可見：它會出現在您的辦公室入口、名片…

以及線上或實體廣告宣傳中。因此，您所選擇的網域名稱

也必須盡量吻合您的公司名稱，讓人一看便能做聯想。此

外，好懂、好記、引人注目也相當重要。

許多企業後知後覺，未能把握時機註冊到合適的域名，

後只好使用次佳的域名，從而削弱了他們的品牌概念。像

是Twitter 初是以twttr.com上線，所幸六個月後，他們

發現twitter.com是更好的域名選擇，而使用後者至今。

域名行銷：打造品牌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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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所有品牌都如此幸運，能以自身品牌作為域名，

例如Nissan自1994年起，電腦商家所有者Uzi Nissan就

令這家大型汽車製造商苦惱不已，使得Nissan只能先以

nissanmotors.com來營運網站，之後再使用nissanusa.

com。

2016年，德國媒體集團RTL Interactive 推出全新的名人

入口網站，網址非常簡短易記：vip.de。他們採用「掌

握名人大小事的捷徑」(Your shortcut to the stars)作

為標語，在域名自動導向vip.de前，舉了一個冗長而複

雜的域名，像是：www.wer-mit-wem-was-wann-

wo-wie.de [how-and-where-who-did-what-with-

whom.de](誰和誰在哪裡用了什麼方式做了什麼)，該網

站也主打11秒長的廣告。廣告費用高昂，每一毫秒都

非常重要，而vip.de遠比其他選項更具成本效益。

省略符號、空格或將域名後綴當作網址的一部份解

讀，都可能會導致域名變得尷尬。這裡提供一個貼

切的案例：義大利電池公司Powergen一度以為使用

powergenitalia.com這個域名是明智之舉。然而，消費

者從這個域名中看到的並不是電池或電源！

還有許多其他類似的案例，所以建議若要避免尷尬的情

形發生，絕對要將您偏好的拼字和所有主要域名後綴組

合起來測試。

英國傢俱企業主Graham Haynes花費超過50,000美

元購買bedroomfurniture.co.uk這個域名，不久後

創下年營收700萬美元的紀錄。然而，他逐漸察覺

bedroomfurniture.co.uk會限制產品類別的長期發展。

為了利用可信度和自然產生的流量，他轉而以650,000

美元買下頂級域名furniture.co.uk。此外，由於.co.uk

在英國市場吸引到的點擊率比.com高出70%，所以

Haynes選擇了.co.uk後綴， 後也使他的獲利迅速提升

5%。

許多品牌名稱隨著時間變成其產品類別的通稱，例如

Coke、Chapstick和Jeep。品類殺手級域名則恰好相

反，將特定產品或供應內容與通稱連結。採取這項策略

的例子包括Campbell Soups的soups.com以及電子商務

品牌Zappos的clothes.com。

將通稱與您的特定產品及背後的業務連結，可建立信賴

感，並對顧客的購買決策帶來正面影響。畢竟，能擁有

那樣的域名，您的產品想必是業界第一！

網域名稱續用問題可小可大，往往一家正常維持營運的

公司不會隨意捨棄或變更自身域名，試想今天當您的客

戶以同樣的網域名稱記憶您的網站，卻無法顯示網頁內

容時，想必會引發客戶對於營運上的過多聯想。以下為

兩則因網域名稱續用問題而影響網站使用者的著名案

例：

第一個案例發生在美國一家電信業者在域名未續用後發

生「影像轉播服務」離線兩天的狀況，該服務基本上是

專為聽覺或口語障礙人士設計的911緊急求救電話的替

代方案。在修正狀況前，部分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SP)

更新其紀錄，顯示出該域名已經逾期。如果使用者的

ISP在域名顯示為逾期時更新其紀錄，則至少在運行中

斷期間，使用者無法撥打或接收經由該電信業者路線發

送的通話，包括VRS、911、繞撥 (Dial-Around)和點對

點(Point-to-Point)通話。

而後該電信業者須為此賠償270萬美元，為全額償還國

家電信中繼服務基金所支付之賠償金的費用。另外須向

FCC繳納25.2萬美元罰款。

另一個案例則是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名男子Travis Tso因

扣留前公司的域名重新導向色情網站，要求對方支付贖

金，因而遭判刑。

2011年，Tso透過GoDaddy為該公司的帳戶續用。時間

快轉至2015年，該公司決定去GoDaddy更新聯絡資訊

時聯繫Tso，請他提供帳戶登入資訊，Tso謊稱他沒有

這些資訊。之後，他數次變更帳戶中的聯絡資訊，並對

帳戶進行變更，使網站重新導向、電子郵件失效，並要

網域名稱續用不可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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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球相關單位統計，截至2017年

第3季，全球1,500多個頂級網域名稱

註冊總量已達3億1,100萬。在過去的

兩年，季成長幅度自2016年初以來

一直呈現下滑的趨勢，分析原因主要

是由於中國域名註冊人在增加投資的

那段時期後沒有續用的結果。對於此

現象的其他可能原因是由於特定的頂

級網域名稱數量的減少，例如.xyz和

.top。如果沒有這些情形，2017年第

3季全球頂級網域名稱成長率將為1.0

％，比去年同期增長2.5％。

以全球市佔率來看，ccTLDs的佔比沒

有太大的改變。.xyz和.top的減少使得新gTLD的全球市

佔率從7.5％下滑到6.6％，其他則沒有受到影響，這顯

示以前在這些頂級網域名稱中的收益可能是投機性的。

在過去的12個月中，傳統gTLD中只有5個獲得了正成

長，分別是.info、.cat、.aero、.com和.jobs。

不包括品牌頂級網域名稱，全球共有671個gTLDs，註

冊總量達1億8,500萬。按百分比計算的增長 快的前

5位分別為.men、.kiwi、.pyc 、.loan和.stream，值得

注意的是，在這些頂級網域名稱中有3個的定價相對較

低。從絕對數量來看，.com成長 多，在過去12個月

內增加了超過190萬個網域名稱。

gT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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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包括.loan、.accountant和.cloud，城

市或地理相關的gTLDs成長較多的有.tokyo、.moscow

及.vegas。傳統gTLDs中以.info成長的 多，有8%的

年成長，另外.com也有約1%的年成長，但其他傳統

gTLDs在數量表現上則普遍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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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公司支付10,000美元贖回域名。公司拒絕後，他便將

該域名重新導向色情網站。此案 後Tso被判處四年緩

刑，並且賠償9,000美元。

所以如果公司人員必須握有域名帳戶密碼，請務必訂定

安全協議，確保不會發生此類勒索行徑。此外，域名也

不建議以員工個人的名義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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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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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N 40
地點：英國倫敦

日期：3月18-23日
網站：www.ietf.org

IETF101

地點：新加坡

日期：11月12-17日
網站：www.ietf.org

IETF 100RIPE 75

ICANN 60

地點：波多黎各聖胡安

日期：3月10-15日
網站：www.icann.org

ICANN 61

地點：奈及利亞拉哥斯

日期：11月27日-12月2日
網站：www.afrinic.net

AFRINIC 27

APRICOT 2017
/APNIC 45
地點：尼泊爾加德滿都

日期：2月19-28日
網站：conference.apnic.net/45

APTLD 73
地點：尼泊爾加德滿都

日期：2月22-23日
網站：www.aptl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