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v6 是為了解決 IPv4 位址枯竭問題而制訂的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

（Internet Protocol）標準，提供 2128 網路連接的 IP 位址，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可以完全支撐未來工業 4.0、物聯網等新興應用所需要的效率和

資源，所以各國政府都把 IPv6 遷移當作重大發展項目，甚至是國家級計

劃，而企業為了生存發展，也開始前仆後繼導入過渡。

但大部分人心中一定還是有很多疑問：為什麼每個國家都要引入新的

IPv6，真的那麼重要嗎？新標準與過時的 IPv4 相比，資料格式不相容似

乎會引發一些問題，這個現象該如何解決？到底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法

可以取代 IPv6 ？如果真的必須要做，該怎麼做？花多少錢？有沒有標準

程序或步驟？其實，我們很清楚你的疑問，這也是本專刊發行的目的，

希望提供各種導入 IPv6 所需先知道的基本背景資料。

透過我們所蒐集世界主要幾個在IPv6發展過程有深刻軌跡的國家的經驗，

不論是成功或失敗的案例，相信他們都有很棒的參考價值。因為每個讀

者的背景不同，切入的角度難免有所差異，為了盡可能滿足不同讀者的

需要，我們特地分別從政府角度、企業角度、消費者角度等不同面向，

來詮釋各國的經驗和發展現況，當成他山之石。

希望在閱讀之後，能解答你心中對 IPv6 的部份各種疑問，讓你收穫滿滿。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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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是一個小且人口密集的國家，人口只有 1100 萬人，境內兩點之間

最遠的距離也只有 150 公里，但比利時的 IPv6 發展卻為全世界第一。目

前有超過一半人口在使用 IPv6，IPv6 使用率與設備比例也是全世界最高

的，其 IPv6 委員會就是最大的推動助力。比利時不只 IPv6 的發展領先全

球，IPv6 的應用也很發達，除了應用在數位水表、電表和瓦斯表外，也廣

泛應用於公共事務的服務上。

比利時主要有兩個政府平台：學術網路 Belnet 與比利時國家網路交換平台

BNIX，皆使用 IPv6，提供網路服務供應商和網路內容供應商之間的高速

數據交換，包含 IPv4 與 IPv6 的支援，這兩個單位也在 IPv6 的推動上發揮

不小功能。產業市場部分，比利時的最大的 ISP：Telenet，也在各式數位

平台上提供了大量的 IPv6 流量，助了一臂之力。

比利時在 IPv6 的實務應用更助長 IPv6 的成長，尤其是應用 IPv6 於各種智

慧量表物聯網，以及各種公共服務平台，這使得比利時一直維持 IPv6 的

領導地位。比利時有 31.9% 來自 IPv6 內容需求，也是世界第一，堪稱全

球 IPv6 先鋒。透過本文介紹比利時的經驗與發展過程，也許可以給同為

小國的我們更好的努力方向。

比利時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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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一直是 IPv6 使用率的先鋒。截至

目前為止，IPv6 的建置速度與使用量最大的

國家是比利時，堪稱是 IPv6 的領頭羊，根據

APNIC 11 月 13 日發表的 IPv6 發展報告（IPv6 

Deployment Report）統計資料，比利時的 IPv6

使用率仍然是世界最高。

本文介紹比利時 IPv6 現況、IPv6 委員會 -

比利時分會、比利時學術網路 Belnet、國家網

路交換平台 BNIX、最大的 IPv6 ISP-Telenet、

比利時使用 IPv6 於物聯網的應用、IPv6 智能

量表發展趨勢、以及使用 IPv6 環境提供公共服

務的 BEPACT 與 B-CCENTRE。

IPv6 的先鋒 – 比利時

就使用比例來說，全球至今年 2 月初之

v6 平均使用比例為 13.35%，但是比利時用戶

的 IPv6 使用比例高達 57.26%，事實上，比利

時使用比例與全球平均值原本很接近，但在

2010 至 2011 年間，開始大幅躍昇，成為世

界第一。在支援 IPv4 和 IPv6 的比例上，支援

IPv4 的比例去年底為 98.6%，而支援 IPv6 的

比例則為 54.7%，前者想當然耳，後者意義代

表比利時全國支援 IPv6 的設備超過一半，這是

很高的比例。就 IPv6 位址型態而言，比利時有

53.7%的Native IPv6，46.3%使用6to4的方式。

依據去年全球使用 IPv6 位址向 Akamai 要求連

線內容的比例，比利時有 31.9% 來自 IPv6 內

容需求，也是世界第一，堪稱全球 IPv6 先鋒。

比利時成立了「IPv6 委員會 - 比利時分會」 

（IPv6 Council- Belgium Chapter），目的是提

比利時 IPv6發展執世界牛耳
 ◎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張峯銘

高人們對 IPv6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認識，以及

交換 IPv6 的應用經驗，提高對 IPv6 技術的認

識，以維持網路與其應用的成長。自從 2013

年九月起，比利時提供研究與政府單位使用之

國家網路 Belnet 就已經開始提供 v6 的 IP 給其

使用者；比利時的 xDSL 業者與有線電視公司

都有提供 IPv6，比較特殊的是，比利時的手機

業者尚無提供 IPv6 的計畫；比利時目前有一家

xDSL 業者，兩家有線電視公司和三家手機 ISP

業者。

根 據 Cloudflare 的 統 計 顯 示， 比 利 時

遙遙領先，在 30 天的期間中，比利時人在

Cloudflare 上的流量（以 byte 為單位）已經超

過 56.47％是使用 IPv6，這主要是由於比利時

一個名為 Telenet 的 ISP，其 IPv6 流量幾乎佔

了 96.8％。而 IPv6 測量地圖顯示的數據，IPv6

能力的國家排行榜，比利時也是榜首，而且超

過一半，達到 55.74％。雖然就使用人數而言，

比利時並非第一，這是因為比利時總人口不是

那麼高，不過也排到全球第五名了。

為什麼比利時在 IPv6 的採用領先世界

比利時在 IPv6 的採用領先世界的原因，竟

然是因為國內 IPv4 位址不足，直接跳到 IPv6

的時代？

比利時 IPv6 委員會聯席主席 Eric Vyncke

認為比利時在 IPv6 採用領先世界的理由如下：

l 比利時是一個小且人口密集的國家 –1100

萬人，最遠的距離只有 150 公里。所以寬頻

（電纜或 xDSL）無處不在。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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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除 了「 有 責 任 心 」 的 ISP（Proximus ex-

Belgacom，主要是 xDSL）外，其他（主要是

電纜）的 IPv4 位址不足。

l ISP 協會、網絡警察、監管機構與經濟部（一

個ISP合同必須與他人相比較）之間存在「秘

密」（諒解備忘錄），將 1 個 IPv4 位址的

共享限制訂為最高 16 個用戶，這對 NAT/ 

CGN 有很大的約束。

l 比利時的文化是德國和拉丁文化的結合，這

意味著我們通常看的是長期的目標，對過程

並不太在意。

l 3 個主要的 ISP 在 IPv6 理事會會議期間舉行

了會議，開始分享經驗和路線圖。

l IPv6 理事會的所有成員都在同一世代（35-

55 歲之間），很支持這種計畫，並有冒險

精神，會將「新觀念」灌輸他人。

比利時有很多行動電話營運商，但實際上

只有三個實體電塔和無線電頻寬：Proximus、

Orange 比 利 時（ 以 前 的 Mobistar） 和 Base 

（Telenet 所有），其他行動電話供應商則是從

這三家購買他們的服務。這三家都提供了 GSM-

900/1800（EDGE）、900/2100 MHz UMTS、

DC-HSPA+ 和 800/1800 MHz LTE, LTE-A 三種技

術。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廠商都是跨歐洲數國

服務的。

以下是比利時行動服務提供商的列表，由

於供應商會隨市場變化而增減，所以名單僅供

參考。

l Proximus

l Orange Belgium（以前的 Mobistar）

l Base（Telenet 所有）

l Mobile Vikings （Base）

l Telenet（自 2015 年起 BASE 的所有者）

l Scarlet（Proximus）

l Ello Mobile（Base）

IPv6 委員會 - 比利時分會

當歐洲各國紛紛成立了 IPv6 委員會時，比

利時也成立了 IPv6 委員會 - 比利時分會（IPv6 

Council – Belgium），比利時 IPv6 委員會的

目的是讓人們意識到 IP6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交流 IPv6 的應用經驗、實現議定的部署模型來

落實 IPv6 技術，委員會每年舉辦兩場會議，每

次參加人員大約 40 位，互相競爭的 ISP 業者

於會中報告，藉以分享資訊與建立互信，會後

還有社交活動，擬聚理事會精神。 

IPv6 委員會支持並推動在所有公共和私有

網絡中 IPv6 的使用和整合，透過支持各種相關

活動，提供適當的溝通平台，積極交流國家和

國際層面的資訊、活動和議題，以協助公司、

資訊技術官員和公共行政部門等，共同以最佳

方式規劃和實施 IPv6。它也與工業界、教育機

構和研究機構密切合作，經由網路資源分享，

實現公平和平等的技術與知識獲取。

2012 年 6 月 6 日， 世 界 各 地 慶 祝 世 界

IPv6 發布日，各大網站、網路服務提供商和

內容提供商等，皆在其主要網站上永久性啟用

了 IPv6：從那時起，www.facebook.com、www.

google.com、www.bing.com 和 www.yahoo.com

都可以使用 IPv6 造訪。IPv6 委員會的首要目

標是將所有感興趣的各方、組織和機構，與國

際組織和論壇的資源聯繫起來，促進和支持

IPv6 的整合。IPv6 委員會受到來自工業界、教

育界、研究機構和政府機構的個人和企業的影

響，一起實現國家和國際領域的議題和事件，

以爭取更多成員、支持者和讚助商，並提供最

新的技術、議題和活動。

比利時學術網路 Belnet

台灣的網路當初由教育部的台灣學術網路

（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 .edu） 發

動，擴展到全台灣的 .com、.gov、.org…等網

路與 ISP。而在比利時，相對於 TANet，就是

Belnet；從名稱看就一目了然，TANet 是台灣的

網路，Belnet 是比利時 Belgium 的網路，是比

利時的國家研究網絡，替比利時的大學、學院、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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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研究中心和政府部門提供高頻寬的網路

連接和服務。

　　　　　　　　　　　　　　　　　　

Belnet 基本介紹

Belnet 是比利時聯邦政府一個機構，成立

於 1993 年，從事聯邦科學政策，有 70 多名員

工，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高科技環境，可再細分

為兩大部份：

1. Belnet 網路：包含比利時的大學、高等教育

學院，研究中心、政府服務部門的研究網絡。

2. BNIX 平台：比利時網路交換平台，提供比利

時網路服務提供商和網路內容提供商之間的

高速數據交換。

Belnet 網路

最 新 的 Belnet 網 絡 自 2016 年 2 月 起 開

始 運 作， 用 於 大 學、 高 等 院 校、 研 究 中 心

和 公 共 服 務 部 門。 它 與 瓦 隆 政 府（Walloon 

Government）、 佛 朗 芒 政 府（Flemish 

Government）和商業夥伴合作，擁有 1,983 公

里的光纖網路。這種光纖網是使用玻璃纖維做

的，可將傳統的 IP 網絡整合。

Belnet 提 供 巨 量 資 料 串 流。 藉 由 新 的

Belnet網絡，客戶可以使用高達100 Gbit / s（或

更高）網路頻寬。該網絡還連接到商業網路，

並經由 GEANT 連接到歐洲和全球研究網絡。這

個歐洲研究網絡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和研究

機構相互聯繫起來。Belnet 在其網絡上提供了

許多網絡服務。

BNIX 平台

比利時國家網際網路交換平台（Belgian 

National Internet eXchange, BNIX）於 1995 年由

Belnet 成立，是比利時網路服務提供商（ISP）、

網路內容提供商和大型私人企業交換網路流量

的地方。BNIX 在這些企業和組織之間提供更

快、更短時間、不擁擠和便宜的連接，大大地

提高了各區之間網路連接的品質，目前，連接

了 50 多家企業和組織。

Belnet 的任務

l	Belnet 經由創新的高品質網絡基礎設施和相

關服務來刺激科學發展，從而有利於比利時

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l	由於 Belne 建立了專業知識、市場上的獨特

地位和規模經濟等，加速了知識和資訊社會

的發展。 

l	Belnet 開發和支持公共機構的通信服務。

Belnet 的願景

「專用連接」（Dedicated Connectivity）

是 Belnet 的願景，希望在服務、聯邦和網路領

域提供特定的連接，以利於教育、研究和行政

管理中的幾個明確的目標族群，並且還可以如

同接受國內研究網路服務般地接受全球所有國

家的網路服務。

Belnet 的策略

l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Belnet 為客戶提供了

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形象，讓他們有信心享

受在優質網絡上的各種加值服務。

l專注於服務和安全。重點在於提供使用提議

的 Belnet 連接服務，特別注意安全是各服務

共同點。

l優越的網路。優質的網路是客戶服務和提供

新服務的一個必要條件。

l專業組織。Belnet 是一個專業的組織，遵循

明確的規則和透明的報告。

Belnet 的價值

l可靠性：Belnet 是客戶可靠、穩定、非營利

和中立的合作夥伴。

l為客戶服務：距焦於客戶服務和社區，

Belnet 開發出適合其需求的服務和特定基礎

設施。

l有效性：Belnet 是一個有效的組織，兼具高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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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與高品質。

l專業性：Belnet 通過提供專業知識與工作。

BNIX– 比利時國家網路交換平台

比 利 時 國 家 網 路 交 換 平 台（the Belgian 

National Internet eXchange, BNIX）由比利時研

究與教育網絡 Belnet 提供，使用 IPv6，提供

網路服務供應商和網路內容供應商之間的高速

數據交換，包含 IPv4 與 IPv6 的支援，成立於

1995，是比利時網路服務供應商（ISP）、網

路內容供應商、和大型私人公司交換網路流量

的地方。為了更好的流量，BNIX 提高了比利時

網絡與主要互聯網供應商、內容供應商、託管

組織和公司之間的 IP 流量的速度和質量。讓其

IP 網絡可以通過對等方式彼此連接，以便直接

交換數據。經由成為 BNIX 的一員，不僅可以

提高效率和彈性，而且還可降低成本。BNIX 也

是是歐洲網路交換協會（the European Internet 

Exchange Association, euro-ix）的成員。

網路是全球性質的網絡，不同類型的網絡

透過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彼此連接，而網

路交換是一種實體基礎架構，許多擁有自己的

IP 網絡的組織（也稱為自治系統）可以彼此連

接並交換網路流量。BNIX 為歐洲網路交換協

會（Euro-IX）的一員，按 IXP 的定義：「由單

一實體單位運營的實體網路基礎設施，目的在

促進網路流量之間的交換，且必須有一個讓他

人加入的清晰明了的政策」。網路交換平台上

的 IP 流量交換通常稱為點對點，其條件是由參

與者自己簽署的點對點協議所定義，通常情況

下，參與者免費使用彼此的網絡容量。從成本

效益來看，點對點也可以帶來更高的性能（更

少的中間交換機或更少的跳接數，更高的容

量）、運營的可靠性（更多的路由增加冗餘）、

和更好的路由監控，透過直接連接將可確保網

絡之間的流量更快，而通過第三方的大量過境

交換變得多餘，所以 BNIX 參與者需要減少鏈

接上游供應商，從而降低成本。

BNIX 的成立，旨在保證比利時網路的未來

發展。BNIX 使比利時網路流量更快、更高效、

更經濟。經由提供大型和小型組織網路交換平

台，使他們更有效地組織網路，他們的用戶和

客戶也因此受益匪淺。BNIX 在比利時推出創新

和前瞻性的網路技術，亦即使用了 IPv6，並為

特定的應用程序做好準備。

BNIX 的服務對象有：

l 互聯網供應商：為他們的客戶提供上網

l 內容供應商：如主要媒體組織

l 網域名稱管理員和註冊代理商

l 網絡託管和數據儲存供應商

l 大型公司：透過網際網路服務廣泛的客戶或

自己的組織，如銀行、金融機構或 B2B 公司

BNIX 平台在布魯塞爾有三個實體位置交換

IP 流量，經由三個實體位置將其基礎設施擴展

到不同的地方，以保證運營可靠性，如果某一

位置出現故障，則數據流量可以導道其他位置

的路由繼續運作。這三個實體位置分別為：在

Zaventem 的 Interxion 公司、在 Evere 的 Level3

以及在 Diegem 的 LCL。

比利時最大的 IPv6 ISP - Telenet

Telenet 集團是比利時最大的有線寬頻服務

提供商，業務包括類比和數位有線電視、固定

和行動電話服務，主要服務佛蘭德和布魯塞爾

的住宅客戶，另外也為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企業

客戶提供其 Telenet Solutions 品牌服務。

Telenet 自 1997 年 以 Telenet Internet 品

牌，提供寬頻有線網絡，服務約 240 萬家庭，

它在法蘭德斯提供居民服務的所有網絡，已經

升級為雙向數位混合同軸光纖（HFC）標準。

有線寬頻網路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布魯塞

爾 地 區 的 Numericable 和 VOO， 以 及 法 蘭 德

斯和布魯塞爾地區比利時 DSL 市場的領導者

Belgacom。Telenet 還收購了覆蓋比利時和盧森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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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的 Codenet，藉由光纖骨幹網向商業客戶提

供語音、數據和網路服務。Telenet 藉由收購

Sinfilo，引入了原有有線網路服務之外的 Wi-Fi

網路熱點服務。2008 年 1 月，Telenet 收購了

比利時最大的網路主機代管公司 Hostbasket， 

Hostbasket 提供代管（網域名稱、共享虛擬主

機、線上備份、防毒 ......）、基礎架構解決方

案（專用伺務器、共用網址）和應用（代管

Exchange，代管 SharePoint，代管 CRM 顧客關

係管理 ......）。

Telenet 也是比利時最大的 IPv6 網路服務

商（ISP），超過 1,100 萬個住戶在默認情況下

( 系統預設 ) 啟用了 Telenet，這個數字大約是

Telenet 建置容量的 75%，有線電視（Cable）

網絡利用 DOCSISTM 支援 IPv6，DOCSIS 3.0 組

件支援 IPv6 是藉硬體升級來導入的。一些大型

內容提供商的流量主要是以 IPv6 的方式傳遞，

所以內容傳送網路，代管公司和顧客電子製造

商必須預設啟用 IPv6。

手機的部份，NAT64/DNS64 是一個好的

解決方案，因為某些應用程式目前無法在 IPv6

網路上工作，例如 Skype、Spotify、Netflix 或

其他仍然需要 IPv4 的應用程式。另外，464 

XLAT 支 援 Android 4.3,4.4, 5.0（2013 年 十 月

之後）與 Windows Phone 8.1（2014 年九月之

後）。 

針 對 手 機 部 份， 可 應 用 的 解 決 模 式 為

464XLAT+NAT64+DNS64，464 XLAT 的使用情

境如下：

1. 端點對端點的 IPv6 (End-to-end IPv6)

l	Google, Youtube, Facebook, Wikipedia …等不

需要 NAT。

l IPv6 -> IPv6。

2. 應用程式支援 IPv6 ( 例如網頁瀏覽器 )， 但

是伺服器只支援 IPv4

l DNS64 製造一個 AAAA record, IPv6 路由到 

NAT64。

l NAT64 轉換 IPv6 至 IPv4。

l	IPv6 -> IPv4。

3. 應 用 程 式 不 支 援 IPv6 ( 例 如 Skype、

Whatsapp…)

l	使用端以 DNS 找到 NAT64 網段。

l	使 用 端 必 須 向 應 用 程 式 提 供 stateless 

NAT46。

l NAT64 轉換 IPv6 至 IPv4。

l IPv4 -> IPv6 -> IPv4。

簡而言之，比利時的 IPv6 使用率與設備

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Telenet 這家公司又是最

大的 ISP，由它提供大量的 IPv6。然而，比利

時的行動電話網路服務供應商還未提供 IPv6，

因此正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利用 464XLAT + 

NAT64 + DNS64 的組合應用，已有暫時性的解

決方案。

比利時使用 IPv6 於物聯網的應用

到 2020 年底，全球將有為數大約 250 億

台的設備透過物聯網（IoT）連接到網路。為了

確保其有效運行，需要新的 IPv6 來接續 IPv4

標準。新版本提供了許多優點，增加了地址很

大程度的可用性，雖然目前很少使用 IPv6，但

因 IPv6 在未來物聯網有很多潛在應用，因此具

有相當大的優勢：

1. 「具發展性」 - 現有的 IPv4 尋址系統為 43

億台設備提供了足夠的地址，隨著物聯網的

快速發展，現在已經不夠了。根據 Gartner 資

料，到 2020 年，約有 250 億個物件將連接

到網路， IPv6 將為 340 個六百萬地址提供

空間。因此，對於物聯網設備製造商至關重

要，這個新協議有效地保證了設備能夠繼續

在互聯網上運作。

2. 「易於使用」- IPv4 系統缺少 IP 地址是一

個大問題，雖然可嘗試網絡轉址（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或其他方案來解決

這個問題，但那解決方案並不可靠，還會對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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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產品的設計人員造成額外工作負擔，而

IPv6 不需要那些解決方案，因為它允許更多

的設備通過任何網絡互連。

3. 「經濟有效」 - IoT 設備需要很長的生命週

期和自主性，這意味著它們只能消耗少量的

電力，而且無法處理大量的網絡數據封包。

對於這樣的應用，由於 6LoWPAN（IPv6 over 

Low Power 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s）

的努力，IPv6 可以被壓縮成只有幾十個字

節的小型網絡數據封包，提供更好的能源效

率、低功耗設備和完整的網絡連接力。

4. 「更具安全」 物聯網帶來新的安全問題，幸

運的是，IPv6 比 IPv4 更安全，它使用 IPSec

的端到端加密，不像 IPv4，只利用 VPN 提

供 安 全 性。 使 用 Secure Neighbor Discovery

（SEND）也可以防止攻擊者干擾物聯網設備

之間的通信。

諸多新技術推動了 IPv6 部署的需求，物聯

網可能是最大的驅動力。我們今天目睹的所有

IT 革命、變革和轉型將最終都取決於 IPv6 的

成功。只有在支持 IPv6 的網絡基礎設施中，創

新才能充分發揮其潛力，尤其適用於物聯網。

IPv4 地址耗盡不僅僅是加入網路的人越來越

多，每個新用戶可能有多個設備，每個設備需

要一個 IP 地址，只要把設備和主機的數量增

加幾級，就不難了解為什麼物聯網若沒有 IPv6

將無以為繼。IoT 的世界對傳感器和執行器進

行了嚴格的檢測，傳感器和執行器在最小的設

備和平台上運行，這些設備和平台都是啟用 IP

的。在轉換器的幫助下，數據中心和整個基礎

架構資源的虛擬化變得更加容易和快速，因為

每個容器至少需要一個 IP 地址。

物聯網的真正功能不僅僅來自一個更智能

的基礎架構，而是使所有這些主機輕鬆地通過

IP 直接訪問來實現網路效應，所有上網設備都

需要 IPv6。IPv6 提供更多的 IoT，而不僅僅是

尋找網址空間。

比利時 IPv6 智能量表發展趨勢

IPv6 提供了極佳的可擴展性，協助實現

物聯網，每個可想像的設備都能經由自己獨一

無二的 IP 位址連接到網路。智能量表（smart 

meter）也不例外，智能量表包含了瓦斯錶、水

錶和電錶等，IPv6 能夠提供每個智能量表唯一

的位址，改善資訊通訊和數據管理，提供消費

者直接查詢即時的能源使用等數據。

預計到 2020 年，全球安裝智能量表的總

量將達到 7.8 億台，預估歐洲將成為世界第二

大市場。ABI 研究部高級分析師 Adarsh Krishnan

表示：「該地區將超過北美，大型公用事業的

大規模推廣已經在 2012 年達到頂峰。」

智能量表通訊平台

ABI 研究公司指出，智能量表採用率的增

加，可歸因於公用事業為提高電網可靠性而提

供的能力，以及為實施智能計量系統和相關通

信技術能夠提供的資金。例如意大利、比利時

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早期採用電力線通信網

路來連接智能量表，發展智能計量系統應用，

然而，公用事業和電信公司之間建立無線蜂槽

連接平台的合作夥伴關係的增長，也有望增加

智能量表的採用。連接模式由於建置成本下降

也正漸漸獲得市場青睞。

比利時採用物聯網

在 2015 年，法國實務應用工程師 Engie 與

IoT 網路公司 Telenet 合作，部署了由 Sigfox 開

發的 IoT 通信網路，該技術的推出是為利用比

利時無線蜂槽網路的自動計量基礎設施（AMI）

奠定智能城市應用的基礎。雙方合作目標希望

在於比利時 10 個城市推出無線網絡。這一發

展被譽為西歐國家公用事業新機遇和新領域的

先鋒。ENGIE 首席執行官 Dirk Indigne 評論說：

「預計在未來三年內，數百萬個物件，包括自

行車、煙霧探測器、智能量表和汽車等，都可

以使用網路進行數據通訊。更重要的是，該計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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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吸引了比利時能源公司 Electrabei 尋求使用

許可，利用網路進行該公司企業對企業（B2B）

和企業對顧客（B2C）業務，其中就包括智能

計量服務。」

智能量表發展

智能量表和其他 IoT 設備使用無線網絡

的 發 展 並 沒 有 因 為 Engie、Telenet 和 Sigfox

的合作關係結束而終止。今年稍早，一個包

括電力公司 ORES、水利公司 SWDE（Societe 

Walone des Eaux）和 Charleroi 市政府的比利時

財團，也與西班牙電信公司 Telefonica 達成協

議，在 Charleroi 市推出智能量表。根據協議，

Telefonica 同意向財團提供完整的 AMI 解決方

案，包括智能瓦斯錶、水錶和電錶以及無線通

信技術，以提供智能量表五年的連通運作。該

計劃有望藉由 900 個智能量表提供的網絡即時

監控，提高約 250 個城市建築物的能源效率和

可持續利用的水資源。在公用事業方面，該計

畫將經由檢測來減少虛耗的水、電、天然氣使

用，來確保計費的準確。

智能量表資料隱私

隨 著 無 線 網 絡 和 智 能 量 表 採 用 的 增

加，比利時隱私委員會（the Belgian Privacy 

Commission, BPC）宣布已經啟動一個程序，

用以檢查公用事業公司如何向其客戶傳達隱私

有關之事項。該程序是全球隱私強制執行網絡

（the Global Private Enforcement Network）的一

部分，該網絡分析和檢查物聯網設備如何使用

個人資料，以及消費者如何獲得通知。而 BPC

是大約 29 個數據保護機構的一部分，將對公

用事業涉及智能計量系統有關設備的網站進行

調查與監控。

比利時 BEPACT 與 B-CCENTRE 使用 IPv6 環

境提供公共服務

比利時不只 IPv6 的發展領先全球，IPv6

的應用也很發達，除了應用在數位水表、電表

和瓦斯表外，也廣泛應用於公共事務的服務

上，本文列舉兩個 IPv6 服務網站的例子。

BEPACT 代表比利時公共事務社區，透過

IPv6 網站，希望能夠每年收集比利時公共事務

專業人員人次，以便他們分享知識和經驗。道

德和透明度為 BEPACT 的要求，旨在提高公共

事務專業的聲譽，因此對其成員的道德行為非

常重視。

成為 BEPACT 社區成員需要同意以下原則：

l按照專業精神、誠信、保密和個人行為的最

高倫理規範工作 ;

l與政治決策者、公務員、客戶、同事、其他

專業協、和廣大公眾的職業接觸時誠實可靠 ;

l尊重客戶、員工、同事、其他專業協會和廣

大公眾的行為準則 ;

l遵守公共事務所有相關法律法規、規則和行

為守則。

此外，BEPACT 社區的所有會議都遵守最

高的反托拉斯法，這意味著 BEPACT 會議的參

與者實際上或表面上不能討論或交換不符合競

爭法的資訊，例如價格、生產、運輸速度、市

場程序等資訊。

B-CCENTRE 是比利時網絡犯罪事宜協調的

第一個主要平台，結合學術研究團體、行業參

與者和公共組織（執法、法官、和政策制定者）

的專業知識。該協議由 KU Leuven 發起和協調，

於 2015 年底 B-CCENTRE 開展了以下活動：

1. 跨學科基礎研究

l 技術（網絡攻擊技術、密碼分析、嵌入式 /

雲取證、流量分析、線速 / 智能監控、入侵

檢測、IPv6...）

l ICT 和傳媒法（隱私權、信息安全、未成年

人保護、電子通信）

l 刑法（刑事訴訟程序、電子證據、調查技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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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

l 犯罪學（有組織的網絡犯罪現象、電子網絡

的犯罪用途 ...）

2. 培訓和教育活動：

l 對公共和私人行為者（例如法官、律師、公

務員、公民）進行基礎和先進的信通技術和

網絡犯罪相關問題的認識

l 提供專業課程和提高認識運動，自 2015 年

以來，提高認識的活動已移交給新成立的比

利時網絡安全聯盟。

3. 作為國家和國際合作平台的 B-CCENTRE：

l 協調網絡犯罪行為（學術、政策、執法、私

營公司等）的主要協調與協調平台：協調現

有專業知識、跨學科研究合作、政策方法、

培訓和教育措施

l 比利時與荷蘭合作夥伴（UVT、WODC）之

間的協調與合作，以及通過 2CENTRE 網絡

（cfr 2centre.eu）與愛爾蘭和法國的 ao 國家

中心的歐洲合作與協調

4. 使命

l 比利時網絡犯罪調查培訓、研究和教育卓越

中心是來自學術界、政府、和工業部門共

同處理比利時網絡犯罪行為的首個協調平

台。作為歐洲網絡犯罪調查中心的一部分，

B-CCENTRE 希望與國際合作夥伴共同開展網

絡犯罪調查培訓計劃，進行研究和提高認

識。

l 這個卓越中心是政府、工業和學術界合作努

力，強化調查網絡犯罪的知識和技能。比利

時和歐洲的執法機構將受益於與 B-CCENTRE

合作開發的學術培訓和網絡犯罪調查工具。

l B-CCENTRE 與一流研究人員進行開創性的跨

學科研究，並與政府、產業和學術合作夥

伴密切合作，以了解和應對比利時的網絡犯

罪。

l 作 為 比 利 時 主 要 網 絡 犯 罪 知 識 中 心 的

B-CCENTRE 希望通過最高質量的教育推廣和

傳播網絡犯罪知識，因此積極參與活動、會

議和教學方案，提高對網絡犯罪的認識。

結語

比利時的 IPv6 發展為全世界第一，超過一

半人口在使用 IPv6；透過兩個政府平台：學術

網路 Belnet 與比利時國家網路交換平台 BNIX，

推動比利時的 IPv6 發展，比利時的 IPv6 委員

會也是推動助力，最大的 ISP：Telenet，也在

各式數位平台上提供了大量的 IPv6 流量。而比

利時在 IPv6 的實務應用更助長 v6 的成長，尤

其是應用 IPv6 於各種智慧量表物聯網，以及各

種公共服務平台，這使得比利時一直維持 IPv6

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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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IPv6 經驗經常受到國際機構的讚賞，其比例是歐洲最高、全球第五，

目前經常使用 IPv6 的人數高達 2400 萬，佔人口總數 35%，這樣的極高

的使用率，這讓德國在未來發展物聯網、工業 4.0、遠距醫療、智慧家庭

等的應用時，都已經搶佔了網路傳輸上的先天優勢。

由於德國 IPv6 的卓越發展，國際機構甚至匯集了德國商業、研究和公共

管理等 IPv6 的推廣辦法，提供其他各國政府做為實施 IPv6 的參考。從這

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該國產業界推動 IPv6 的速度亦不亞於政府，以

德國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為例，自 IPv6 開始發展後，就開始為企業客戶

提供 IPv6 服務，甚至到 2012 年 9 月之後，所有新完工的建築物中提供住

戶的網路服務均包含 IPv6。

我們觀察德國政府引入 IPv6 腳步快速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必須保持

德國網路穩定運行不故障，第二，避免德國經濟競爭地位陷入不利的狀

況，特別在亞洲某些地方，IPv6 的發展已進步許多，所以不能讓德國對

IPv6 無感無知，在猶豫之際使 IPv6 未來潛在商機脫離了德國市場。

從德國 IPv6 發展軌跡來看，我們可以知道德國政府看待 IPv6 不僅只是一

個網路通訊標準而已，而是把它拉高到關係到國家競爭力因素的層級，所

以德國的 IPv6 政策幾乎是準國家產業戰略政策，用如此嚴肅的態度去推

動 IPv6，或許就是它必然成功的關鍵。

德國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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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1994 年，世界各國產官學代表正式提議

IPv6 發展計劃，並於 1996 年 8 月 10 日成為

IETF 的草案標準，其最終版 RFC 2460 於 1998

年 12 月公佈。IPv6 是為了解決 IPv4 位址枯

竭問題而制訂的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標準，IPv6 採用了 128 位元的位址，

而 IPv4 使用的是 32 位元，因此 IPv6 具備比

IPv4 大得多的編碼網址空間，可支援 2 的 128

次方個網址。

此 IPv6 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標準可應用在

居家網路，使遠端智慧醫療與社區保全有基本

的解決方案；也可應用在工業 4.0 和萬物聯網

（Internet of Everything）的環境與需求。因為

IPv6 提供了 340 sextillion（2128）網路連接的

IP 位址，其總量是一個 39 位數字，這表示擁

有約 667 萬億 IP 個地址，幾乎是一個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相對於原先使用的 IPv4

（版本 5 不使用）的位址總量為 232，大概只

有 40 億個地址。IPv4 已經用了 30 年，因網際

網路蓬勃發現早已突顯位址不足的缺陷，更何

況還包括了資安等相關問題。

德國 IPv6 發展的重要推手克里斯托夫·梅

內爾教授是德國 IPv6 委員會的主任，該委員

會有 50 多個來自德國各領域的成員，成立目

的是團結一群來自產官學的學者專家共同促進

IPv6 的發展，並加速 Internet 協議的部署。該

委員亦致力於使互聯網更加安全與快速，並通

過專業技術和商業策略改進互聯網一般用戶和

公司企業對 IPv6 的認識。

德國 IPv6 發展現況
 ◎ 銘傳大學／葉生正

底下將針對 IPv6 在德國政府推動、ISP 服

務、使用者及特殊應用與網路安全方面等，介

紹發展的歷程與現況：

二、政府推動方面

2008 年 6 月 5 日，在布魯塞爾舉辦了一

場歐盟 IPv6 計畫的會議，目的是為了加快引進

下一代 IPv6 互聯網。在波茨坦哈索普列特納協

會會議的專家（HPI）雷丁表示，歐盟委員會將

建議歐盟成員國在 2008 年開始引進 IPv6，兩

天的會議中，來自國內外 70 個專家進行討論，

其中德國也進行了相關討論。

德國的電腦資訊協會和媒體稱讚德國政府

引進IPv6計畫。專家雷丁在他的演講中說：「我

們期待與政府共同合作發展 IPv6 ！」，且表示

政府機關不應該繼續只使用舊的 IPv4 網路，而

需要使用新的互聯網標準 IPv6 和「積極的配合

政府來主導與推廣 IPv6」。德國政府的目標是

在 2010 年讓 IPv6 有更多的市場需求。對 IPv4

地址缺乏問題，專員雷丁談到許多德國創新公

司不會採取 IPv6，新創公司表示 IPv6 地址過

多，他們會以其他方式來解決 IPv4 的地址稀

缺。專家雷丁回應：「雖然 IPv6 不是必需，但

是仍要採用」，且呼籲歐盟各國政府，國家應

該要積極的推廣 IPv6，這是引領下一代的新網

路，也是讓各國成為新網路的先驅。

專家雷丁描述 IPv6 為「今天比以往更加需

要它」，因為 IPv6 為網路提供了巨大的前景，

IPv6 會讓網路的使用者輕鬆擁有許多的網絡

地址，使其可在網上分享自己的訊息，經營自

德國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15

己的專用網路，例如：在智慧家庭的設備，像

是電源調節器配置 IPv6。專家雷丁強調，IPv6

將讓許多網路應用更簡單，因此更符合經濟效

益。他也表示， IPv6 在當時普及較為緩慢。

另一位來自盧森堡的專家也說： 「從普及緩慢

的本質上來看，其原因就在於 IPv6 的更換對許

多公司有不少衝擊，像是硬體設備成本，即使

如此，現實是有愈來愈多公司採納 IPv6」，專

家雷丁對此回應，公司如果現在對 IPv6 投資，

並不會影響公司的發展，反而，以長遠來看會

有更多的好處。

專家雷丁呼籲歐盟國各國專家：「各國政

府對 IPv6 皆需要做出努力，所有人都需要關注

IPv6，不能只看眼前要負擔的成本，而該著眼

未來的長期利益」。最後，為期兩天的「IPv6

高峰論壇」提供有關使用 IPv6 技術 30 場講座

和研討會。會議中特別聲明 IPv6 有更安全、更

高的性能，也能更好地適應新的要求和更方便

的擴展能力，後來歐洲、美國、中國、日本、

韓國和印度陸續表態支持 IPv6，讓全世界的

IPv6 發展與普及跨出一大步。

2014 年德國在波茨坦召開 IPv6 委員會，

由哈索普列特納研究所所長 Christoph Meinel

教授（HPI）主持，該委員會收到國際 IPv6 論

壇所頒的「Jim Bound Award 2014」。德國在

IPv6 推廣上屢獲佳績，德國 500 多萬互聯網用

戶對於 IPv6，讓德國在建立和實施 IPv6 過程

中，於 2014 年贏得了 IPv6 世界第一，超過美

國（7.4％）和中國（1.05％）。隨著德國的獲

獎，國際機構讚賞德國的 IPv6 理事會，且匯集

了德國商業、研究和公共管理等 IPv6 的推廣辦

法，提供其他各國政府實施 IPv6 當參考。

德國 IPv6 理事會，在克里斯托夫·梅內爾

教授為首的努力下，實現了 IPv6 輝煌的成果，

在歐洲 IPv6 也取得明顯的領先優勢，證明了在

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下， 即使 IPv6 過渡期艱

鉅，但仍可達成「國際 IPv6 論壇拉蒂夫主席，

藉由盧森堡大學的協助，向世人宣導 IPv6 在德

國的成功來推廣 IPv6，打破 IPv6 在歐洲的遲

滯，讓歐洲各國對 IPv6 有了新的認知。」歐洲

各國政府與各國民間公司在德國 IPv6 委員會協

助下，建立了 IPv6 技術的專業知識和能力，這

是決定性的轉折點，使停滯多年的 IPv6 大幅度

成長。

梅內爾教授曾說其目標是讓歐洲各國持續

使用與推廣 IPv6，並使各國 IPv6 互相流通與

持續成長。雖然，亞洲和大洋洲國家相對於歐

洲和西方國家，其 IPv6 仍然相對落後許多，但

為了不使 IPv6 只局限於歐洲，也需要在世界其

它地區發展，將之推廣至世界各地。德國 IPv6

委員會主任表示，德國絕不會因 IPv6 推廣有了

成效而放緩推廣的腳步，因使用 IPv4 和 IPv6

的兩種協定的並列，需要增加安裝和維護不菲

的額外成本，故尚需研發更低成本且快速的技

術，以利全面實現 IPv6。

三、ISP 服務方面

大多數網路用戶忽略了 IPv6 所帶來的改

變，IPv6 已逐步增加，現在已占全世界網路流

量的百分之一，還在正快速上升中。

IPv6 開始發展後，德國互聯網服務供應電

信商，自三月開始為企業客戶的提供 IPv6 服

務，且在 2012 年 9 月後，德國所有新完工的

建築物向住戶提供的網路服務均需包含 IPv6，

且隨著無線通信技術 IPv6 會更利推廣。

德國波茨坦電腦科學家克里斯托夫·梅內

爾教授，也是哈索普列特納研究所所長，在波

茨坦第五屆全國 IPv6 峰會之後的採訪，不忘宣

導 IPv6 的潛力，以下是採訪對話。

l 記者：為什麼要在德國引入新的 IPv6，真的

那麼重要嗎？

l 梅內爾：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必須保持

德國網路穩定運行不故障，第二，避免德國

經濟競爭地位陷入不利的狀況，特別在亞洲

某些地方，IPv6 的發展已進步許多，所以我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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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應該讓德國對 IPv6 無感無知，在猶豫

之際使 IPv6 脫離了德國市場。

l 記者：IPv6 的最大優勢是什麼？

l 梅內爾：IPv6 解決了歐洲 IPv4 位址在 2012

年底耗盡的問題，也改善了現有的網路架

構，讓網路 IP 位址分配有更佳彈性。此外

IPv6 還帶來一些重要的改進，例如：自動配

發 IP 位址的可能性，這意味著：每一個網

路終端設備都能自動擁有一個可以與互聯網

直接連線的 IP，只需要對其路由器等裝置做

些設定即可。

l 記者：IPv6 與 IPv4 相比，資料格式不相容

等是否會引發一些問題，這個現象如何解

決？

l 梅內爾：這兩種標準在多年前的過渡期至

今有了幾種解決方法，其中一種為 IPv6 與

IPv4 共同運作模式，稱作「Dual Stack」，

只需網路運營商和企業的一些費用，去更

換設備和網絡管理，就可以使舊的 IPv4 對

IPv6通訊，中間的Dual Stack像是一個翻譯。

Dual Stack 使這兩種協議可無問題的通訊，

反之 IPv6 對 IPv4 也可以通訊。若 IPv6 目前

仍未居互聯網的主導地位，使其與 IPv4 無

法通信，用此方式可解決。

l 記者：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可以取代

IPv6 ？

l 梅內爾：沒有，如果不用 IPv6，互聯網各方

面將沒有具成長性的未來，舉例來說，像是

物聯網，既然要與互聯網通信，如智能電器

控制、工廠電力的生產和電力消耗、各遠程

醫療和傳感器之間的通信、汽車等機械之間

的通信等，大約就有 8000 萬個裝置需互相

通訊，佔德國 80% 的網路用戶。IPv6 比例，

德國是歐洲最高、全球第五。所有終端裝置

通信都需要網路位址，因此有大量的網址需

求，考量到未來遠景，IPv6 更具潛力，因此

IPv6 最適合，且已採用 IPv6 的各國，如同

日本、中國、澳大利亞、美國等，也持續在

發展 IPv6，並應用在各領域上，尤其是物聯

網，可以預期 IPv6 隨著時間將有更巨大的

優勢。

德國經常使用 IPv6 的人數大約為 2400 萬

人，佔德國人口的 35%，這高使用率促進了

IPv6 導入網路設備並興起了物聯網的推廣，對

照 2014 以前，德國的 IPv6 使用率僅約 7%，

因此可見近年來德國 IPv6 的蓬勃發展。如圖一

所示，德國的 IPv6 使用狀況幾年來一直高於

50%，已經佔了 IPv4 流量的 50% 以上，充分

顯示了德國 IPv6 的蓬勃發展，德國的 IPv6 相

關產業也日趨成熟。

國際 IPv6 論壇（HPI）高度讚美德國 IPv6

委員會的推廣貢獻，並於 2016/12/9 在德國波

茨坦的坦哈索普列特納研究所頒發「吉姆綁定

獎」予委員會。德國 IPv6 卓越發展要歸功於

德國 IPv6 委員會的努力，使之成為世界前五

大 IPv6 使用率的國家，這些都歸功於盧森堡世

界大學與國際 IPv6 論壇總裁拉蒂夫共同推動

IPv6。德國 IPv6 委員會成功地動員政府及企業

來支持與推廣，拉蒂夫並接續推廣，德國相關

機構與電信公司也被予以頒獎為優秀網路服務

供應商，在此服務中約有 10 億人使用 IPv6，

50% 的基礎設施支援 IPv6。德國電信認同應增

加 IPv6 的使用率，這使得業界更多產品紛紛支

援 IPv6，這對近年興起的工業 4.0 與遠距醫療、

智慧家庭等的應用，在網路傳輸有了先天優

勢，間接帶動各個新興領域，讓相關產業發展

更為茁壯，德國 IPv6 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托夫 ‧

邁內爾教授並主張 IPv6 是全世界必須要共同努

力的議題，讓全世界網路有更好的前景。

四、使用者方面

由於網路的普及，現代駕駛者在駕駛時，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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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有可以享用各種資訊像是新聞、氣象報

告、電視節目或是音樂等服務，最重要的是汽

車也開始智能化，隨著汽車的智能化，交通系

統也開始智能化，例如：無人車、可遠端遙控

之駕駛車等。

德國智能交通系統已經開始針對各種交通

狀況進行處理及分析，然後與智能汽車通訊，

傳遞訊息預防事故，例如：當智能汽車有零件

異常或故障，會即時通知系統和駕駛者，使其

警覺；當或某地有施工和壅塞或車禍時，系統

會即時通知鄰近地區駕駛者，讓他們可以提前

改道，舒緩區域車流量及節省駕駛時間；又或

結合智能醫療照護手環等裝置，當駕駛者精神

欠佳時，就可以提醒駕駛，避免交通事故發生。

克里斯托夫梅內爾教授聲稱，每個智能汽

車皆有一個網路終端設備與智能交通系統或網

路交換資訊，而這些設備都需要一個獨立的

IPv6 位址來通訊，以供識別，因此 IPv6 非常

必要。

此外德國 IPv6 委員會主席和克里斯托夫

梅內爾教授所廣邀學術界、商界、政界，參加

第四屆全國 IPv6 高峰論壇，口號「新一代網

際網路標準，驅動行移動通訊網路的 IPv6」，

歐盟專員尼利 ‧ 克羅斯演講「數位議程」；

德國聯邦議院和研究委員會演講「網際網路和

數位化社會」，此外 BITKOM、Robert Bosch、

T-Systems、Ericsson 、Alcatel-Lucent、cisco 和

Strato AG 等機關和企業也都共襄盛舉。

IPv6 讓抓網路犯罪的網路警察更有效率更

簡單了，對消防救援也更便利，此外，專家對

最新行動網路 LTE 進行測試也有不錯的結果，

這些都證明不論公司或家庭網路從 IPv4 切換到

IPv6 是必要的。

五、特殊應用方面

物聯網（IoT）是通過各種資訊傳感設備，

即時採集需要監控、連接、互動的物體，或過

程需要的資訊，與互聯網結合成的巨大網路，

目的是實現物與物、物與人，所有物品與網路

連接，方便識別、管理和控制。由於物理世界

中物件數量難以計數，各物形態與性質也千差

萬別，如何通過網路把這些千奇百怪的物件不

但聯繫起來，保持各自的性質與狀態，而且將

來能夠在網路智慧控制下交互作用，這就是物

圖一、IPv6 與 IPv4 德國發展概況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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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建設中必須考慮與建立的標準議題，其中

通訊若用 IPv6 會有巨大的好處。

2015 年 7 月 8 日，德國 IPv6 理事會在波

茨坦。哈索普列特納協會（HPI）中提出要將

IPv6 套用到現有的網路機制上，梅內爾教授說

「今年德國與比利時的 IPv6 使用率相近，排

在世界第三的美國使用率為 22%」，波茨坦電

腦科學研究人員對德國 IPv6 推動貢獻非常大，

尤其是提出電信營運商的光纜建設等，對電信

業者所提出的服務和系統，佔了網路 IPv6 全部

的四分之一。電信業者宣稱 IPv6 使用率仍是德

國第一，且德國會在 8 月將服務及系統引入各

電信業。德國公司 SAP 潛在的使用率已經達到

57％，而默克公司甚至在 98％以上。

德國 IPv6 委員會主席指出，對北美網路提

供機關 ARIN 提出 IPv4 將不再使用的宣告，更

突出德國對於 IPv6 的推廣的決心。梅內爾教授

說「對於物聯網和特殊網絡如工業生產設備的

行業，像工業 4.0 採納 IPv6，會使工業 4.0 有

更好的呈現。」波茨坦的科學家們在 IPv6 理

事會議上對此進行熱烈討論，對位址的巨大需

求特別關注，也對使用 IPv4 和 IPV6 共存造成

的硬體安裝和維護成本增加探討，但全面實施

IPv6 是必要的，梅內爾教授說德國 IPv6 委員

會就是要說服各行業決策者充分理解 IPv6 的重

要及必要性，使企業和政府建立足夠的 IPv6 知

識和能力，避免其他小國 IPv4 位址短缺的問

題，使德國 IPv6 邁向下一個里程碑。

IPv6 於 IOT 重要事件：

l 委員會 Knebel 先生針對「工業 4.0」 （RAMI 

4.0）標準加入 IPv6 使用，以利架構標準，

兼容各平台， Knebel 也認為 5G 也是重要

議題，將在 2018 年提出下一代行動網路與

IPv6 整合方案。

l 諾基亞西門子通信公司物聯網分拆業務，

2017 年 3 月 27 日 被 軟 件 公 司 收 購， 該

公司運營一個以雲端為基底的物聯網平

圖二、Developing IoT Solutions with Cumulocity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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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cumulocity， 用 於 管 理 各 種 設 備 和 數

據。在收購之前，這家創業公司從高科技

Gruenderfonds（HTGF） 和 VersoVentures 募

得了相當高的金額及佔有一定比例的股權。

這家公司位於德國杜塞爾多夫，主要業務在

M2M（機器對機器）市場。它計劃連接數百

萬網絡設備、傳感器，通過「即插即用」聯

繫起來，用戶透過一個實時分析平台顯示各

設備的相關數據，該平台還可透過整合工作

流程擴展新的企業服務，如圖二。

六、網路安全方面

德國對網路安全十分重視，在 IPv6 方面已

有相關措施，以下是近年 IPv6 網路安全的規

劃。

RIPE 是歐洲、中東和中亞部分地區管理

及分配網路位置及資源的非營利組織，專門與

ISP 和相關機構合作，成員主要由 ISP、電信組

織和大型公司組成。

RIPE NCC 和歐洲刑警組織於 2016 年 12

月 14 日在在歐洲刑警組織海牙總部簽署了一

份合作協議，將藉助彼此在網絡犯罪和互聯網

安全領域的專長來為歐洲網路安全貢獻心力。

RIPE NCC 總經理 Axel Pawlik 說：「作為區域

互聯網提供者，RIPE NCC 會對歐洲互聯網利益

負責，且會協調打擊歐洲各國執法部門間網路

犯罪的合作，RIPE 有很多網路技術專家會協助

抑止與搜查罪犯，保護網路安全」。

RIPE NCC 在過去幾年就與歐洲刑警組織合

作，提供專門針對執法機構（LEA）需求量身

定制的培訓課程，例如：如何在 RIPE 數據庫中

搜索資訊來調查與蒐證，及其它網路安全的知

識，歐洲刑警組織歐洲網絡犯罪中心（EC3）

負責人史蒂文·威爾遜表示：「與 RIPE 的網

路安全專家合作有助於執法者提高資安技術水

平，這在現今歐洲網路環境中變得越來越重

要。」「我們相信與 RIPE 的合作將有助於提高

所有用戶的網路安全，也會為歐洲帶來更好的

網路秩序。」這個合約是 RIPE NCC 與眾多組

織加強合作的最新協議之一，包括政府、監管

機構、技術機構、行業團體及學術機構等，這

是 RIPE NCC 與 LEA 達成的第一個協議。

RIPE NCC 對外關係總監 Paul Rendek 說：

「這合作是增強互聯網安全非常重要而且新的

模式，希望未來，網路技術部門與執法部門間

的聯繫日益增加。我們為過去兩個組織對歐洲

網路犯罪所做出的成績感到自豪。」

RIPE 除了與執法部門合作外，還與各技術

協調組織、行業團體、公共監管機構、執法團

體、學術機構等合作，目標是使全球網路更美

好。

七、結論

近年來，德國也開始與中國協商 IPv6 的合

作，進行相關部署與控管。也積極與國內中小

企業合作推廣各種新的 IPv6 部署方案，因應中

小企業 IPv6 部署成本過高的難題，德國國內大

學也將 IPv6 納入大學基礎網路，使 IPv6 可以

在學界做標準及推廣應用。

德國電信表示經過 20 年的發展，建立了

許多標準，尤其 2012 年在固網和 2015 年的

移動通信已經成熟，德國電信也因此榮獲「吉

姆綁定 IPv6 獎」，在 2400 萬用戶中，約有

1000 萬人使用 IPv6，因此行動網路上 IPv6 用

戶大多來自德國，因此，國際 IPv6 論壇對德國

IPv6 理事會多頒了一個 IPv6 推廣的獎章，德

國 IPv6 使用率每年都是世界前 5 名。

德國 IT 計劃委員會提出了以 IPv6 作為政

府公共行政網路建設概念希望所有與政府合作

的企業都能統一協議來發展 IPv6。其中專家舒

爾建議，與政府合作的承包商所建置的私有網

路可以和政府網路整合，以 SLA 協議來進行分

類，從路由進行權限控管，可使得政府與企業

網路系統整合更為完整，對其他沒有涵蓋到的

情況也具有彈性。

德國物聯網與工業 4.0 已經相當成熟，對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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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的應用也正在實施，未來的物聯網及工

業 4.0 裝置絕大多數會以 IPv6 通訊，讓德國工

業更有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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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全球領頭羊地位的國家，美國在 IPv6 發展過程有不錯的參考價值，

但因為每個國家的起跑點不一樣，所以探討時仍須小心注意。例如每個

國家導入 IPv6 的壓力，美國人口 3 億，分配到的 IPv4 數量大概可以滿足

45% 人口，平均每人擁有 6.37 個 IP，而相較中國 13 億人口，但只分配

到不到 10% 的 IPv4 數量，每人只有 0.6 個 IP，顯然兩者的升級壓力是截

然不同的，故衍生出 IPv6 發展策略方面的差異。

美國政府很早就提出了升級計畫，美國國家標準局與技術研究院（NIST）

在 2010 年就公佈美國政府 IPv6 時程表，因此美國網路企業及政府部門對

IPv6 升級態度十分正面。從美國發展歷史軌跡來看，2012 年整體的 IPv6

的佈署率極低，因此以佈署的角度而言，也許政府可以作為一個開始，然

而真正的全面普及需要民間企業的動能。

那麼從民間的 IPv6 發展來看，美國既為科技重鎮，不少知名網站及科技

產品都是來自美國，所以瞭解美國科技公司的 IPv6 佈署也可以看出一些

端倪。美國企業界面對 IPv4 枯竭的問題有兩種解決方式，微軟在 2011 年

斥資 750 萬美元買下北電 66 萬多個 IP，又在 2015 年買入 600 萬個 IP；

亞馬遜則在 2015 年從杜邦買下 400 萬個 IP，而 Facebook 思維不同，從

2010 年就開始直接採用 IPv6，目前機房已全數支援 IPv6。

美國各 ISP 也在 IPv6 演進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本文也蒐集了

Comcast、AT&T、Cox Communications、T-mobil 等業者的遷移過程，希望

提供讀者可以參考作為自己發展的依據。

美國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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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要了解美國 IPv6 的發展，首先要對照美

國 IPv4 的使用狀況以及政府推動的時程，根據

《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 IP 位址分配機構的

位址儲備已於 2015 徹底用完 [1]。就帳面上看

來，的確美國 IPv4 已經用完，然而參考世界各

地 IP 的使用狀況，其實美國算是有大量且足夠

IPv4 的國家，以 IPv4 分配而言，美國網路人

口約 2 億多，人口大概 3 億多，分配到的 IPv4

數量達到所有可以使用的 IP 數量之 45%，平

均每一個人擁有 6.37 個 IP，相對於中國有 13

億人口，但是只有分配到不到 10% 的 IPv4 IP

數量，平均一個人只能用 0.6 個 IP。所以全世

界各地尤其是亞洲，IP 枯竭的狀況更加嚴重。

美國 IPv6 發展簡述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賴谷鑫

因此就全世界角度而言，美國升級 IPv6 的壓力

相對小，故探討美國的 IPv6 佈署以及發展歷史

具有代表性。

二、美國目前 IPv6 發展現況

本文將先用一個全覽的方式來探討美國

IPv6 發展狀況，根據統計數據來了解美國發

展 IPv6 的軌跡。根據 6lab.cisco.com[2] 網站資

料趨勢可以看出來，在 2012 年時，美國開始

進行 IPv6 升級計畫，而到 2017 年底，其 user 

data 指標已經由原來的 0.37% 升到 32.7%，顯

示美國在這五年來 IPv6 的部屬頗有斬獲，而

且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佈署，並不是某個

ISP 在某年忽然佈署提高滲透率的狀況。

圖一、美國 6lab.cisco.com 的 IPv6 使用者統計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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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而要探討美國 IPv6 的發展現況，首先可

以與其他各國做比較，

例如其他可以顯示各國的 IPv6 使用狀況

的指標。圖二為 Akamai IPv6 以國家為單位

的 IPv6 使用排名統計，可以看出美國目前的

IPv6 使用狀況排名屬於前段班。而比較有突破

性發展的是在 2017 年的 6 月份。而根據同樣

資料，台灣排名第 62 名，數字為 0.4%，代表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其他統計資訊如 APNIC

或 google 統計大概也是類似，得到的結果皆為

美國 IPv6 佈署的表現在全世界領先。美國為

科技重鎮，不少知名網站及科技產品都是來自

美國，所以瞭解美國科技公司的 IPv6 佈署也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美國企業界面對 IPv4 枯

竭的問題有兩種解決方式。以亞馬遜和微軟

為例，微軟在 2011 年就斥資 750 萬美元買下

了 666,624 個 IP 位址，這些 IP 位址原本屬於

已破產的北電網絡，又在 2015 年 2 月購入了

600 萬個 IP 位址；亞馬遜則是在 2015 年 1 月

從杜邦公司買下 400 萬個 IP。而新進網路大腕

Facebook 則是以不同的思維處理，Facebook 率

先於 2010 年就開始提供 IPv6 服務 [4]，目前

機房主機全都支援 IPv6，75% 的內部流量都是

IPv6 的流量 [4]。

 

三、美國政府發展 IPv6

美國政府很早就提出了升級計畫，美國國

家標準局與技術研究院（NIST）於 2010 年 9

月公佈 IPv6 時程表，表訂美國政府對外提供服

務的 Web、Email、DNS 與接取網路等服務，均

需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導入 IPv6，而

內部基礎網路及個人電腦則需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完成導入 IPv6，同時，政府各部門所有

資通設備採購都必須符合支援 IPv6 的規格，因

此美國網路企業及政府部門對 IPv6 升級態度十

分正面。從歷史的軌跡來看，的確政府開頭有

一些作用，但是從圖一的歷史軌跡來看，2012

年整體的 IPv6 的佈署率極低，因此以 IPv6 佈

署的角度而言，也許政府可以作為一個開始，

然而真正的全面普及需要民間企業的動能。

 
圖二、美國 Akamai 的 IPv6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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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 ISP 之 IPv6 發展現況

由圖二可以得知美國 IPv6 佈署的狀況屬

於前段班，然而整個推動 IPv6 升級跟 ISP 大有

關係，因為 IP 升級並不是只有更改設定那樣簡

單，最大挑戰是舊版 IPv4 與新版 IPv6 並不相

容，也就是說單方面升級並無意義，單單伺服

器或是用戶端升級 IPv6 無法作用，白話講就

是一個只有 IPv4 的設備不能連到一個只具有

IPv6 的設備。為了達成相容性，所有號稱已經

升級 IPv6 的主機或設備都是採用過渡時期的方

式，也就是說收發兩方都支援 IPv4 或是 IPv6

兩種協定。新舊版協定不相容也代表著整個網

路升級的複雜性，而整個網路升級最重要的單

位，就是網路服務供應商（ISP）首先必須可以

發放 IPv6 的 IP 位址給他的用戶 ( 企業用戶或

一般用戶 )。在企業用戶部分，可以取的 IPv6

的 IP 位址後，必須針對其伺服器升級，並且於

企業內部設定或是部署 IPv6 資安相關設定。

而用戶端環境就比較單純，只要 ISP 分配 IPv6

的 IP 位置給用戶端，大部分就可以使用 IPv6

上網了，然而用戶端主要注意的是自己作業系

統是否有支援 IPv6。舉例而言 Windows XP 預

設就不支援 IPv6（需額外安裝）。但是根據

Netmarket share 統計約 80% 的桌上型作業系統

為 windows 7 以後的作業系統，也就是說只要

ISP 提供 IPv6 位置，80% 的桌上型電腦可以用

IPv6 上網。在無線網路部份，兩大主流 iOS 以

及 Android 都支援 IPv6，這代表只要提供行動

上網的 ISP 提供 IPv6 位置，目前主流的作業系

統均可以使用 IPv6 上網。

由上面數據可以看出 ISP 對於網路通訊協

定升級扮演重要角色，其實，ISP、政府、以及

網路平台支援 IPv6 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若

無政府或是平台商支援 IPv6，則 ISP 斷無支援

IPv6 的動力。反之若是 ISP 率先支援 IPv6 而無

相對應的網路服務時，IPv6 的佈署將是一件浪

費成本的事。圖三為目前全世界 ISP 佈署 IPv6

現況。根據 Akamai 網站的統計，前五名當中

的前四名都是美國 ISP，而全球排前十名的 ISP

中也是美國佔了大多數，它說明了一個狀況，

圖三、世界各大 ISP 佈署 IPv6 現況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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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美國 IPv6 佈署的確 ISP 占了最大的因素；

而另一個重點在於，有別於一些國家由一兩家

主要 ISP 當主力，美國各大 ISP 以百家爭鳴的

態勢，各自在 IPv6 的佈署做出很大的貢獻，以

下針對各個 IPS 做簡單的描述。

目前主要的 ISP 以連線方式區分，大概可

以分為有線網路以及無線通訊，有線網路類似

ADSL、Cable TV 或是光纖服務等，而無線通訊

大多屬於 3G 或是 4G 上網，針對美國 ISP 有線

網路簡單描述如下。

l Comcast 康卡斯特（Comcast Corporation）是

一家有線電視、寬頻網絡及 IP 電話服務供

應商，總部位於賓州費城，擁有 2460 萬有

線電視用戶、1700 萬寬頻網絡用戶及 860

萬 IP 電話用戶，是美國最大有線電視公司。

康卡斯特亦是美國第一大網路服務供應商，

僅次於 AT&T，也是美國第四大電話業務供

應商。Comcast 於 2011 年開始 IPv6 的佈署。

根據 worldipv6launch 的統計，目前 Comcast

的 IPv6 佈署率為 54.2%，在 Akamai 統計排

名中排名第 2。

l AT&T 是美國最大的固網服務供應商及第一

大的行動電話服務供應商，此外還提供寬頻

及收費電視服務。AT&T 於 2006 年開始針

對 IPv6 進行測試，並且於 2011 年第四季

開始部屬 IPv6。目前針對企業用戶的骨幹網

路已經支援 IPv6，而對於小型企業用戶及一

般使用者，則正陸續更新其數據機、路由器

等網路設備，網路設備更新後，使用者將可

以自動取得 IPv6 位置，根據 Akamai 統計， 

AT&T 的 IPv6 佈署率為 50.5% 。對於 AT&T

的 IPv6 用戶，它提供了一個專門的網頁介

紹 IPv6 也提供 IPv6 測試服務，整體而言，

AT&T 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網站推廣以及測試

IPv6。根據 AT&T 網頁資訊，目前其撥接服

務不提供 IPv6。就技術部分，官網並無說明

用哪種 IPv6 技術，或對用戶說明，然而，

從最近的 AT&T 官方討論區來看，該公司正

在將其 IPv6 部屬的機制從 6RD 的技術轉為

dual stack。（6RD 為 IPv6 Rapid Deployment

的簡寫，最早始於 2007 年，由法國 Free

依 6to4 技術修改後提出並開始佈建；美國

Comcast 於 99 年開始提供試用服務，日本

SoftBank 亦於同年開始使用 6RD 推動 IPv6；

瑞 士 Swisscom、 加 拿 大 Videotron、 荷 蘭

Telfort 與日本 SAKURA 等 ISP 於 100 年開始

推動 6RD 服務提供 IPv6 連線）。不論如何，

AT&T 於 2017 年開始利用雙協定技術，透

過升級數據機韌體的方式，替客戶配置 IPv6

的網路位址。

l Cox Communications，一家美國 ISP 業者，

提供網路服務、電話服務以及有線電視服

務， 根 據 worldipv6launch 的 統 計， 目 前

IPv6 佈署率為 32.7%。

由以上有線網路 IPv6 佈署資訊得知，有線

網路主要重點在於（1）用戶端的環境、（2）

ISP 端的設備、以及（3）用戶端數據機的設

備。用戶端的作業系統如果太過老舊（類似

Windows XP）可能無法支援 IPv6。而要支援

IPv6，ISP 骨幹端也必須支援 IPv6，除此之外，

為數眾多的數據機對 IPv6 支援度也是一個問

題，因此必須以逐步更新的方式加以更新。另

外，使用者自購的設備（如無線基地台、IP 分

享器）的 IPv6 支援度也是問題。

而在無線網路部分，為何 IPv6 的升級要研

究行動 ISP，主要是因為目前行動裝置數量十

分龐大，如果這些設備都支援 IPv6 並且透過

IPv6 連線，則 IPv6 整個佈署率將會大大的提

升。根據 comScore 於 2016 年 3 月份的調查，

近 2 億美國人（1.98 億）有智慧型手機（新

的智慧型手機都支援 IPv6）。若 Facebook and 

Akamai 的估計為真，那美國將有超過 1 億以上

的行動設備支援且正在使用 IPv6 上網。根據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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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Score 2016 年 3 月份的調查 15 個美國使用

者最常被安裝的 APP，這些 APP 伺服器端大都

也支援 IPv6。這也代表著美國的行動裝置連線

有很大的比例是用 IPv6 連線。因此探討美國行

動網路 IPv6 使用狀況絕對有價值，以下就探討

美國各大無線通訊 ISP。

l T-mobil：一家跨國電信公司，是德國電信的

子公司，屬於 Freemove 聯盟，總部設在華盛

頓 Bellevue。在西歐和美國營運 GSM 網絡，

也通過金融手段參與東歐和東南亞的網絡營

運，擁有 1.09 億用戶，是世界上最大的行

動電話公司之一 [3]。T-Mobile USA 前身是

VoiceStream（已收購無線營運商 PowerTel、

Aerial 和 Omnipoint）。VoiceStream 在 2001

年 5 月 被 德 國 電 信 以 240 億 美 元 收 購。

T-Mobile USA 是美國市場上第三大營運商，

也是繼 Verizon Wireless 之後超過 160 萬用

戶的第二大成長最快的公司，平均每季增

加 1 百萬用戶。它也是唯一一家在歐洲和美

國使用統一品牌的行動電話公司。通過國際

漫遊協定連接到德國電信並與其他 GSM 網

絡兼容，T － Mobile USA 比任何一家美國

無線營運商提供更多的全球範圍覆蓋面積。

2004 年，T-Mobile USA 被授予 J.D.Power 和

Associates 等獎項，包括「2004 無線用戶

服務最高評價獎」和「2004 無線零售服務

海外用戶最滿意獎」。與 AT&T 不同之處在

於，T-mobile 專注於行動網路上的用戶，

而 AT&T 也同時經營固網。然而面臨無線通

訊蓬勃發展，無線通訊設備的使用者日益增

加，因此無線通訊網路對於 IPv6 的支援也

將影響整體 IPv6 連線的狀況。

 要了解 T-mobile 佈署 IPv6 的現況，可先從

該公司於 2017 NA IPv6 Summit 所做的報告

來觀察，。根據圖四 T-mobile 官方的統整

[5]（其中數據是根據 worldipv6lanchorg 統

計），T-mobile 從 2013 年開始佈署 IPv6，

2014 年約 16%，2017 年 12 月到達 87%，

可見在這短短幾年有十分大的進展。再綜

合各家統計數據可以得知，T-mobile 美國

的 IPv6 使 用 與 佈 署 截 至 2017 年 12 月 為

止，大約為 80%，達成率相當高。然而使用

和總技術呢？根據該公司在 2017 NA IPv6 

Summit 的 報 告 [5] 及 Case Study: T-Mobile 

US Goes IPv6-only Using 464XLAT 這篇網路

文章來看，它應該是使用 464XLAT 的技術。

464XLAT 是一種基於 NAT64 與 DNS64 的轉

址技術，透過該技術，讓 T-mobile 在短短幾

年內達到了 80% 以上 IPv6 的佈署。

l Sprint：Sprint Corporation， 前 稱 為 Sprint 

Nextel Corporation。是一家在美國、波多黎

各、美屬維京群島運營的有線通信與無線

通信控股公司。該公司與所屬子公司提供

的服務品牌有 Sprint、Boost Mobile、Virgin 

Mobile 與 Assurance Wireless 等，是全球骨

幹網服務商、美國第三大長途電話公司。

2011 年時，Sprint 的無線網用戶為 5500 萬。

2012 年 10 月 14 日，日本電信商 SoftBank

宣 布 以 201 億 美 元 收 購 Sprint Nextel 公

司 70% 股份。由於 Softbank 的部分收購及

Nextel 網路的關閉，該公司自 Sprint Nextel

更名回 Sprint。2013 年 8 月，SoftBank 增購

新 Sprint 公司股份，持股增加為 79.07%。

圖四、T-mobile 佈署 IPv6 的歷史軌跡 [5]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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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APNIC 統 計，Sprint 大 約 自 2016 年

開始正式大量佈署 IPv6，短短一年半，滲

透 率 快 速 提 高。 另 外， 根 據 APNIC 的 資

訊，Sprint 佈 署 IPv6 主 要 在 Sprint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也就是著重在個

人通訊系統上（一般用戶），至於公司其

他 系 統 如 SPRINT, Business Serices Group，

Sprint Government Systems Division 等都還沒

有開始佈署 IPv6。但以使用者的多寡來看，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應 該 佔 據

大部分的使用者數量。根據 akami 資料，整

體來看 Sprint 目前有 44.2%，表現優異。

l Verizon：Verizon Communications（ 威 訊 通

訊）是美國主要電信公司之一，也是全球領

先的寬頻和電信服務提供商，道瓊工業平均

指數組成之一，總部位於紐約，主要業務為

語音通話、固網寬頻和無線通訊。旗下威訊

無線（位於新澤西州的 Basking Ridge）是美

國最大的無線通訊服務供應商，曾參與美國

國安局稜鏡計畫監聽用戶。根據 APNIC 的

調查，Verizon Communications 大概從 2012

開始升級 IPv6，在 2014 年就已經有 50%

的水準，目前最新資訊是 86.11%（APNIC

調查），亦即大部分客戶都有 IPv6 的聯

網能力。另一調查（akami 調查）則顯示

Verizon Communication 的 IPv6 部 署 率 大 約

為 83.6%。從兩個機構的調查可以得知該公

司的 IPv6 佈署率超過 8 成，這個數字代表

幾乎所有的用戶都有能力可以使用 IPv6。部

分沒升級的用戶，可能是設備太過老舊所造

成。

 整 體 而 言 Verizon Communications 對 IPv6

升級進度十分快速。然而它在面對企業用

戶則反而比較保守，部署狀況為個位數。

Verizon 很注重升級所造成的問題，Verizon 

Communications 有一個專門提供詳細說明

IPv6 升級的問題的網站 https://www.verizon.

com/support/residential/cons umer-education/

ipv6.htm 中，裡面詳細說明 IPv6 資訊，以及

使用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透過詳細的 IPv6

使用說明大概可以消弭一些使用者的疑問。

由於各家 ISP 積極佈署，美國 IPv6 佈署進

度神速，在 2017 年 6 月的調查（akami 調查），

當時美國排名第三，佈署率為 24.8%。然而同

年 9 月調查，美國排名已經躍升第二，比率成

長到為 40.4%，由此可見 ISP 及無線通訊網路

的推動對 IPv6 普及十分有幫助。

由上述內容可以清楚的知道，美國各家

ISP 對於 IPv6 升級以及佈署都採取正面積極的

態度，各家升級 ISP 採取何種方式也很值得探

討。

l AT&T 升級策略：在探討 AT&T 升級策略時，

可以先就其專屬的 IPv6 網站做基礎的了解

( 網 址 https://www.att.com/support/internet/

ipv6.html )，此網站詳細說明 IPv6 的基礎

以及升級 IPv6 的必要性，以及 IPv6 以及

IPv4 的差別。在網站下面我們發現一段文字

「 Residential and small business customers: 

You probably won't have to do anything. New 

and replacement modems, routers, applications, 

and operating systems should all be ready for 

IPv6.」這些文字隱含美國 AT&T 會自動幫用

戶升級 IPv6。而再從網路上尋找 AT&T 相關

升級訊息，可以看到 AT&T 的社群討論。圖

五是 AT&T 用戶在討論 AT&T IPv6 架構轉變

的問題，由對話內容可以知道兩件事情，首

先是 AT&T 的 IPv6 佈署為雙協定的架構；另

外一件事情就是 AT&T 會「主動」幫用戶升

級 IPv6。用戶並沒有透過任何的申請程序，

AT&T 自動地將其架構以及設定轉換。有別

於目前我國民間固網對於IPv6的支援度差，

並且申請繁複，AT&T 用戶可以在毫不知情

的狀況下使用 IPv6，這也是美國固網 IPv6

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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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omcast IPv6 升級策略：Comcast 現已改名

為 xfinity，我們可以在其官網看見該公司對

IPv6 佈署的方式。以下節錄該網站內容：

「A key aspect of Comcast's IPv6 program is 

to make the company's content available over 

IPv6. We will maintain support for IPv4 while 

adding support for IPv6. You will not need a 

new Comcast device when your area makes the 

switch to IPv6. You only need a new device 

for your XFINITY Internet if we determine 

the current device is malfunctioning, or if you 

want to upgrade to a higher level of speed 

than your current device is capable of.」大意

是新設備就會有支援 IPv6。

 然而設備有支援並不代表 ISP 會啟動 IPv6 並

分配 IPv6 的 IP 給使用者。在 https://forum.

pfsense.org/index.php?topic=75795.0 這 個 網

址中有 Comcast 的 IPv6 使用狀況討論，查

閱上述網址內容後可以發現，在 2014 年開

始，Comcast 就自動地幫使用

者升級 IPv6。而升級的依據主

要是根據其用戶端數據機的型

號決定是否升級。若用戶數據

機支援 IPv6，則 Comcast 將自

動升級該用戶端的網路協定，

反之若用戶端的數據機硬體不

支援 IPv6，那麼該使用者就必

須等待硬體更換才可以享受到

這個新的通訊協定。然而變更

網路產品也是舊硬體客戶取得

IPv6 支援的管道之一，譬如

像是網路速度的提升，意思就

是當用戶端申請類似服務時，

由於提升速度有時需要更換硬

體，那麼屆時也就是升級 IPv6

的好時機。

目前為止，我們探討的美

國 兩 大 ISP 其 IPv6 的 部 屬 方

式，都是採取主動升級的方式，透過 ISP 的主

動升級可以大幅增加 IPv6 普及的速度。考量到

美國地廣人稀，部分地區可能因為硬體設備的

因素造成升級困難，可是在如此不利的狀況之

下還可以有此成績實屬不易。回頭考量我國的

情況，若固網 ISP 業者也可以採取自動升級的

模式，就可以在短期內大量的佈署 IPv6。如果

排除成本因素，固網業者可能擔心的是相容性

或是使用者體驗的問題。但美國經驗或許透露

出應該沒有嚴重的相容性或是使用者體驗的問

題。另外一個升級考量是教育機構，主要在於

相較於美國，我國學校密集度高、學生多，資

訊設備也不少，若可以將其設備由教育部統籌

進行 IPv6 升級，將對 IPv6 的升級進度十分有

幫助。

另一個 IPv6 重點就是無線通訊 ISP 的 IPv6

升級。相較於有線網路的複雜環境，無線網路

少了數據機以及家用無線基地台或是 IP 分享器

等變因，因此無線網路升級對於 ISP 來講相對

圖五、AT&T 的社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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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再者，目前無線通訊的設備數量已經超

越桌上型設備，上網的設備數量也多過固定的

設備，因此了解各大 ISP 推行 IPv6 升級計畫也

很重要。

l 以美國無線網路 ISP 廠商 T-Mobile 為例，其

IPv6 佈署占比在 2016 年 1 月的時候大約是

48.8%，目前已達 86.3%，亦即在短短一年

半的時間內有將近一倍的成長，其效斐然。

根 據 2012 年 一 篇 文 獻 IPv6 now deployed 

across entire T-Mobile US network [1] 顯示，

T-mobile 在 2012 年起就開始佈署 IPv6，早

期 IPv6 無法佈署的原因可能在於舊設備及

作業系統不支援，因此佈署成效不佳，隨著

手機軟硬體快速的發展，T-mobile 的 IPv6

佈署歷程從 2013 開始穩定成長。該文也提

到到了 2017 年剩下無法升級 IPv6 的原因，

主要在於一些 IoT 設備以及老舊設備或是作

業系統不支援 V6，事實上，IoT 設備升級取

決於作業系統，若作業系統無法支援 IPv6，

那麼 ISP 也無從著手。

 上 述 內 容 是 T-Mobile 的 發 展 進 程， 然 而

T-Mobile 是如何升級 IPv6 的呢？根據相關

文章線索大概可以知道 T-Mobile 對既有客戶

是採取主動更新的方式強迫客戶升級 IPv6。

圖六、圖七是擷取自美國 reddit 的討論區

的截圖。圖六說明某個使用者收到一個更

新，在安裝更新後該 iphone 手機就有支援

IPv6，後續上網時就可以取得 IPv6 的 IP。

 圖七為該討論區其他相關的留言內容，主

要討論的點包括（1）一般用戶如何確認有

無更新 IPv6；（2）T-mobile 已經提供 IPv6

服務，但並不是所有手機都支援，如果硬

體太老舊或作業系統太老舊的手機就無法

支援 IPv6。諸多討論內容都指出無法升級

IPv6 的案例幾乎都是設備型號過於老舊。

而那些設備型號或是作業系統版本較新的用

戶，T-Mobile 的更新方式就是默默的幫可支

援 IPv6 的手機更新。具體的做法是發送一

個更新或是包在現有更新上，當使用者下載

更新並執行後，該更新會自動幫使用者通訊

設備更新軟體以及更改設定（多數為 APN

設定），一旦更新完畢重新啟動後，該設備

就支援 IPv6 了。對於新機器，一般電信公

司都會配合自己的資費方案搭配手機，有些

手機是電信公司客製版，有些則是一般市面

上可以買到的手機，但只要是電信公司出貨

的，不論是客製化的或是一般版的手機，

電信公司大都會在上面安裝一些自己的軟

體或是做特別的設定。根據 T-mobile 在自

己 IPv6 推廣網站訊息得知針對某些新出的

手機（在當年度是新出的），T-Mobile 已經

預設開啟並且設定好 IPv6 了，例如 Samsung 

Note 3 在當年 T-Mobile 出貨時就已經預載

IPv6 了，其他較舊的手機則是透過上述更新

的方式進行。

 由 T-Mobile 經驗可以得知透過主動式的佈

署，的確可以加快 IPv6 的普及率。

本文簡要的探討了美國目前主流的固網業

者以及無線通訊 ISP 業者升級 IPv6 的狀況以

及所採取的方式，因此大致可以了解多數美國

ISP 執行 IPv6 的升級成效卓越，升級的策略大

都採取主動式，也就是在不通知使用者的狀況

下主動升級設備、通訊協定以及設定，所以大

部分的使用者在無感的狀況下就開始使用 IPv6

圖六、reddit 的討論區截圖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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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透過此方式也可以快速的增加 IPv6 使用

率。

五、結論

  美國身為全世界軟硬體科技領先的國家，

其對 IPv6 的態度也透露出此協定未來的趨勢。

就網路的發展而言，越是人口稠密的國家，網

路發展以及佈署將越容易。而美國並非人口稠

密國家，更者，美國相對於世界也非缺乏 IP 的

國家，在這樣的條件下，美國 IPv6 佈署仍保

持在世界的前段班，代表 IPv6 的使用已成必

然趨勢。其中美國各大 ISP 努力配合軟體以及

雲端平台的推廣更加速了 IPv6 的普及。以雲

端服務為例，美國的雲端服務大廠 Google 及

Amazon 都早早就支援 IPv6 了。由於雲端服務

快速普及，而此日益枯竭的 IPv4 位置將造成雲

端服務發展瓶頸，因此 Aamzon 的 VPC、AWS

等導入支援 IPv6，Google 的 GAE（Google App 

Engine）也早早就支援 IPv6。

最後，美國推廣 IPv6 歷程對其他國家（包

含我國）有何可以借鏡之處呢？屏除法律層

面（例如我國的通保法），一般 ISP 對於升級

IPv6 仍有一些疑慮，首先是成本疑慮，的確，

升級 IPv6 會對 ISP 的營運帶來一些成本，包

括硬體成本以及管理成本，然而目前新購的硬

體都支援 IPv6，因此若以汰換的方式逐漸升級

IPv6，將可以減少硬體成本。另一個疑慮是使

用者體驗問題，一般 ISP 會怕升級 IPv6 後會影

響網路速度或是引起一些未知的潛在問題，但

美國佈署這幾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目前應該是

沒有大規模的使用者體驗問題，因此 ISP 可以

放心佈署。最後一個問題則是資安問題，大家

都怕開啟 IPv6 後會有未知的資安議題，同樣

的，在美國經驗中也沒有顯示因為 IPv6 的佈署

引起大量資安問題，這代表資安問題是可以加

以管理的。希望本文提供的美國經驗可以做為

我國 ISP 升級 IPv6 的參考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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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推動IPv6的策略是在2007由澳洲政府資訊管理辦公室（AGIMO）

年公布由澳洲政府資訊官員委員會（CIOC）認可的「政府機關 IPv6 佈署

推動策略」開始。這一份政府機關 IPv6 佈署推動策略文件在 2008 年 1 月

分發到澳洲政府的各個機關作為推動 IPv6 的參考，要求政府機關在 2012

年之前必須具備有 IPv6 的軟硬體設備，在 2015 年前資訊網路系統要具備

運作 IPv4/IPv6 雙協定的能力。事實上，澳洲政府在 2014 年就提前完成

IPv6 的轉型，所有的機關都報告他們已經成功過渡轉型到 IPv6 環境或者

制定了 IPv6 過渡計劃。

除了政府機關之外，值得參考的是澳洲幾個主要 ISP 業者的 IPv6 布局和市

場動態，例如擁有 1740 萬行動服務、680 萬固網與因用戶以及 350 萬寬

頻服務用戶的澳洲最大的 ISP 公司 Telstra；以及僅次於 Telstra 的第二大

電信公司 Optus；還有澳洲第三大電信公司 AAPT，以及 Internode、Signal

與 NBN 等公司，透過這些公司的發展步驟，也可以了解澳洲 IPv6 的演進

歷史。

整體而言，澳洲政府為克服 IPv4 網址枯竭的問題，及迎接 IoT 新世代應用

的來臨，實現民眾享有運用網路之福祉，推動了新一代網路通信協定 IPv6

的佈署，特別成立專責單位 AGIMO 制定推動策略及進程，澳洲 ISP 也積

極配合政府政策推動 IPv6，進行公司內部人員的教育訓練，提升 IPv6 技

術能力，滿足用戶 IPv6 連線需求，冀順利引導國家資通訊產業的發展。

大洋洲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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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澳洲位於南半球、東半球，介於南太平洋

和印度洋之間，是全球面積第六大的國家 [1]，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國土覆蓋整個大陸的國

家，隔海相望的東南近鄰是紐西蘭，西北是印

尼，北邊是巴布亞紐幾內亞、西巴布亞及東帝

汶。澳洲人均擁有國土面積 0.353 平方公里，

是世界最廣闊的國家之一，人口大約 2400 萬

人，也是全球第 12 大經濟體，人均國民生產

總值排名世界第 5。本文將介紹澳洲 IPv6 的發

展進程及現況。

澳洲 IPv6 發展進程及政府的推動策略

從 IPv6 Forum Australia 的 官 方 網 頁 IPv6

歷史時間表（IPv6 Historic Timeline）來看 [2]，

可以追溯澳洲近年在 IPv6 發展的歷史進程。

1996 年 澳 洲 Peter Tatum Trumpet Software 加

入 6bone，是澳洲最早開始參與 IPv6 這個新的

網路通信協定的推廣活動。6bone 是 IETF IPng

計畫的獨立成果，它創建 IPv6 協定，用以解決

IP 位址枯竭的困境，是一個涵蓋北美、歐洲和

日本的非正式合作計畫 [3]。在 2003 年中高峰

期，有超過 150 個 6bone Top level 的 3FFE::/16 

Network Prefix 被路由，連接超過 50 個國家的

1000 多個網站。等 IPv6 可用性得到確保之後，

商業和專用 IPv6 網路使用這些 Network Prefix

在 6bone 平台之外運行時，就制定了一個終

止計劃來逐步淘汰 6bone。這個終止計劃要求

在 2004 年 1 月 1 日 停 止 新 的 6bone Network 

Prefix 的分配，應於 2006 年 6 月 6 日完全停

止運作和測試，但不能否定，6bone 計畫平台

澳洲 IPv6 發展介紹
 ◎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鄭進興

對於 IPv6 通信協定在網際網路的推展有很好的

協助。

1999 年澳洲 Trumpet Software International

藉由 6bone 的平台向用戶介紹 IPv6，成為澳

洲第一個 ISP 使用 TUNNELED 技術向用戶提供

的 服 務。1999 年 7 月 1 日 Global IPv6 Forum

正式成立，至 2017 年共有 72 個組織成員。

1999 年 10 月 1 日，Connect.com.au 從 澳 洲 網

路資訊中心 AUNIC 分配到官方正式的 IPv6 位

址空間，但 AUNIC 目前已經解散，其職責由

亞洲網路資訊中心 APNIC 接手。現在澳洲地區

的域名註冊是由 AusRegistry 這家公司負責，

並且由澳洲域名管理局 auDA 負責監督管理。

AusRegistry 在 2002 年由澳洲域名管理局 auDA

委託進行的標案中，獲得了設計、開發和實

施註冊管理系統和相關 DNS 系統基礎設施的

合約，為澳洲網域管理提供註冊服務。2000

年 11 月 17 日澳洲 Uecomm 公司使用 Ericsson 

核心設備佈署 IPv6 服務，是澳洲第一個原生

IPv6 的服務產品，但在稍後一段時間移除這項

服 務。2000 年 2 月 5 日 IPv6 Forum Australia

成立，此時 Melbourne IT 公司初始了網路域名

的註冊。在 2001 年 Connect.com.au 註冊成為

Top-Level Aggregation Registry 開 始 分 配 IPv6

位址。

2002 年 9 月 18 日 NTT/Davnet 公司在澳洲

開放試用 IPv6 服務。2005 年 4 月 11 日澳洲

網路協會創立了 IPv6 Special Interest Group，

簡 稱 IPv6-SIG [4]。IPv6-SIG 是 IPv6 Forum 

Australia 的 運 營 部 門，IPv6 Forum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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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Global IPv6 Forum 的一個組織成員。澳洲

ISOC-AU 和 IPv6 Forum Australia 都 是 澳 洲 本

地 IPv6 發展的推動者，自 2000 年以來一直

在 Global IPv6 Forum 和其他網路機構進行國際

IPv6 通信協定的討論。在一段時間內，IPv6-

SIG 與 AGIMO 和澳洲政府討論並制定了最早的

IPv6 全面過渡計劃。ISOC-AU 是 NICTIA（the 

National ICT Industry Alliance）的成員，IPv6-

SIG 幫助釐清了該組織的十年策略願景，認為

政府應該要優先採用 IPv6 通信協定。IPv6-SIG

支持的一些計畫包括年度 IPv6 峰會和澳洲重要

的電子商務 IPv6 研究，這些都是提高澳洲對

IPv6 重要性認知的基本步驟。IPv6-SIG 還提供

了一個名為 IPv6tech 的 mailing-list，是澳洲網

路環境 IPv6 技術問題的論壇 [5]。

澳洲在 2005 年 11 月 5 日於坎培拉舉辦

了第一次澳洲 IPv6 峰會（The first Australian 

IPv6 Summit），後來每年舉辦直到 2012 年

10 月 17 日中斷。得知全球 IPv6 峰會（Global 

IPv6 Summit）於 2000 年 12 月在日本舉辦，

但到了 2011 年 6 月在泰國曼谷舉辦後也中斷

了，我們查詢有關 IPv6 峰會的資訊發現北美 

IPv6 峰會持續舉辦，2017 年 4 月 25 日由 The 

North American IPv6 Task Force 舉辦。因此可以

看出 IPv6 的發展實際上不是那麼的順利，只是

近來受到IoT發展的激勵，讓IPv6又快了起來。

澳洲國防部於 2005 年 2 月發布政策，要求國

防資訊網路環境在 2013 年必須過渡到 IPv6 環

境，尤須注意轉移的風險，推動進程採逐步轉

移的策略，而非冒進轉移，雖然參考美國國防

部過渡到 IPv6 的經驗，但過程仍面臨許多挑

戰，未來對國防資訊網路系統運作而言還有大

幅改善的空間。

2006 年 8 月 ipv6.org.au 在 .au 註 冊 資 料

庫中獲得第一個 AAAA 記錄，成為澳洲第一

個 IPv6 網站。其中 IPv6 電子商務計畫（The 

IPv6 for e-Business Project）是一項開創性的

IPv6 研究計畫，進行協同研究以加速企業廣

泛採用 IPv6 於企業對企業（B2B）的電子商務

解決方案。2006 年 10 月 12 日澳洲開始佈署

AARNet IPv6，使用純 IPv6 運作，路由器設備

使用 BGP IPv6 位址，IPv6 AARNet 的運作效能

不亞於 IPv4，且有一個很大區塊的 IPv6 位址

空間可以分配給使用者。澳洲 IPv6Now 公司成

立於 2007 年 7 月，於 2008 年 4 月 30 日推出

第一個商業 IPv6 隧道服務與 SLA，該公司對澳

洲監管環境非常的熟悉，現在是澳洲主要電信

公司和聯邦及州政府授權的 IPv6 服務提供商，

可以向國際客戶提供現地服務或線上諮詢優質

服務，是一家致力於提供 IPv6 服務培訓和諮

詢的公司 [6]，2008 年 6 月 18 日，對網站託

管進一步提供 IPv4/IPv6 雙協定服務。IPv6Now

公司的產品服務簡要敘述如下：

1. IPv6 規劃：公司可以協助企業規劃從 IPv4

升級到 IPv6 所需要的預算需求，避免讓企

業在升級過程中因為對新協定認知不足或導

入時間的迫切感，造成企業在導入 IPv6 時

的設計規劃、教育訓練或安裝建置時有經費

不當支出的情形，規劃的必要步驟包括：透

過基礎的調查及簡報來探討 IPv6 的建置策

略，藉由轉型規劃及總結來訂定升級途徑步

驟，為技術人員提供教育，設計、測試及維

護企業的 IPv6 網路系統。

2. IPv6 學習：IPv6 Forum Australia 已經選定及

認證 IPv6Now 公司的教育訓練為開創性服

務，從而將其培訓計劃認定為先導教育模

式，可以提供不同企業合適的預算額度及課

程時間，課程內容包括實作練習及概述性的

介紹，並提供教育訓練參考文件。講師及課

程內容均獲得澳洲 IPv6 論壇的金質認證，

是合法認證可向政府機關及電信公司提供教

育訓練的廠商。

3. IPv6 使用：當企業完成升級 IPv6 規劃，管

理階層也明瞭升級規劃與策略後，就達到

IPv6 導入階段，搭配 IPv6 硬體及軟體的狀

態清單，相關員工已有適當的技術培訓，系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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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管理者就可以選擇一個升級過渡進程，然

後實際升級與使用 IPv6。具體步驟如下：定

義初始安裝的範圍，諮詢最佳實作 RFC 文件

檔和類似組織的案例研究，從 ISP 註冊申請

IPv6 地址空間，設計新的 IPv6 地址結構，

考慮未來擴展性和當前配置，映射和記錄路

由拓撲，並將入口和出口節點映射到 ISP 網

絡，檢查 IPv6 位址管理軟體，在防火牆和

入侵防禦系統中配置 IPv6，熟悉 IPv6 連接

和驗證工具，設置適合企業運算環境的測試

機制，設置進度里程碑和報告。

2008 年 7 月 19 日 Internode 公 司 透 過

Direct Ethernet 和 6in4 隧道服務啟動了純 IPv6

傳輸服務（Native IPv6 transit）。Internode 一

直致力於使生活更美好的技術，也有了自己的

全球網路，可以向遍及澳洲的數百萬客戶提供

服務。Internode 的母公司 iiNet 在澳洲電信市

場有悠久的歷史，是客戶服務的領導者，自

1993 年成立以來，贏得了數十個獎項，可為

客戶提供非常好的電信服務體驗 [7]。2011 年

4 月 14 日澳洲太平洋地址註冊局 APNIC 分配

了其最後一個 IPv4 位址空間。自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以來，網路開始大幅增長，快速消

耗大量的 IPv4 位址，這種枯竭是開發和部署

IPv6 的原因之一。

 2017 年 8 月 APEC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Working Group 發 表 了 一 份 報

告， 名 為 IPv6 Deployment Strategies in APEC 

Economies [8]。在這份報告中，有 9 個 APEC

經濟體會員分享他們的 IPv6 部署策略，說明

在實際部署 IPv6 之前的各個準備工作階段。

澳洲是其中之一，澳洲政府推動 IPv6 的策略

是 由 澳 洲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fice（AGIMO） 在 2007 年 公

布 了 一 份 經 由 Australian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ommittee（CIOC）認可的

政府機關 IPv6 佈署推動策略文件開始 [9]。這

一份政府機關 IPv6 佈署推動策略在 2008 年 1

月，分發到澳洲政府的各個機關作為推動 IPv6

的參考，內容要求政府機關在 2012 年之前必

須具備有 IPv6 的軟硬體設備，在 2015 年前資

訊網路系統要具備運作 IPv4/IPv6 雙協定的能

力。

2009 年 CIOC 將上述佈署 IPv6 推動目標

分別提前到 2011 年及 2012 年，也建立了專

家社群，去協助各機關解決升級過程中面臨的

技術問題，同時也建立了 IPv6 測試平台，提供

給各機關學習及交流。AGIMO 的政府機關 IPv6

佈署推動策略分成 3 個階段如下：

1. 準備階段，此階段需要執行的工作摘要如下：

(a) 審查機關採購政策，確保機關採購流程指

導方針，規定採購的軟硬體設備必須支援

IPv6。

(b) 進行機關的資訊網路設備盤點，以了解機關

資訊網路設備支援 IPv6 的現況，並協助機

關規劃升級 IPv6 的時間表。

(c) 進行機關資訊應用服務升級優先順序的盤

點，其中包括評估資訊應用服務對該機關提

供服務能力的重要性。

(d) 在 ICT 設備汰舊換新的過程中，逐步安裝支

援 IPv6 的設備。

(e) 完成 IPv6 相關技術的教育訓練和需求分析，

以確定哪些相關的教育訓練是必要和可用

的。

(f) 進行威脅和風險評估，以確保 IPv6 的安全

威脅和風險被視為其資訊網路常規威脅和風

險評估的一部分。

2. 轉換階段

在此階段各機關在必須升級其 ICT 硬體設

備、作業系統、應用服務及 ICT 閘道器，確保

所有的 IPv6 功能都通過適當層級對應的安全認

證。各機關對自己 ICT 環境中所安裝支援 IPv6

的軟硬體進行測試，並在 2011 年底之前完成

對 IPv6 功能的認證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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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作階段，此階段各機關必須確認 IPv6 準

備就緒，經過以下步驟的驗證來確保機關可

以開始 IPv6 維運：

(a) 確認完成 IPv6 準備的硬體和軟體測試，確

認所有資訊網路系統都按預期規範運行，

並達到所需的服務水準。

(b) 在所有威脅和風險評估以及 IPv6 平台取得

認證合格後，啟用 IPv6 功能。在這過程中，

AGIMO 與政府機關對啟用 IPv6 的時機和流

程進行磋商，CIOC 批准了各機關啟用 IPv6

的時機和協調方式。

(c) 最後階段 AGIMO 需要向政府提交一份報

告，告知該推動策略的各個階段已經完成，

澳洲政府已經準備好了 IPv6 的佈署。

澳洲政府在 2014 年完成 IPv6 的轉型，所

有的機關都報告他們已經成功過渡轉型到 IPv6

環境或者制定了 IPv6 過渡計劃。

澳洲 ISP 簡介

要了解澳洲的 IPv6 發展當然要了解澳洲

的 ISP，因此本節將介紹一些知名的澳洲 ISP。

首先介紹澳洲最大的 ISP 公司 Telstra，該公司

有 1740 萬行動服務、680 萬固網與因用戶以

及 350 萬寬頻服務用戶，領先澳洲其他的電

信和資訊服務公司，是一家有豐富網路經驗的

公司，致力於網路加值服務與網路購物的發展

和推廣。Telstra 是世界上營運獲利狀況最好的

電信公司之一，業務橫跨有線通信、ADSL、

HFC、衛星、CDMA 和 GSM 數位行動網路等。

資本規模在全球電信業中排名第 11 名，在世

界最大公司排行榜上名列第 49 位，也是澳洲、

紐西蘭和紐約股市的上市公司。許多來自歐洲

和美國的跨國公司都向 Telstra 尋求通信解決方

案，用於國際運營。Telstra 憑藉與不同企業和

政府合作夥伴關係，以及與 250 多個全球 ISP

之間的同盟協定，讓它擁有提供無縫通信服務

所需要的技術與支援 [10]。

Telstra 在 IPv6 推動的策略與目前世界各國

ISP 一樣，都採取雙協定的方式（Dual-stack），

也就是允許 IPv4 及 IPv6 位址共存，從 2011

年 Telstra 開始提供企業用戶及政府機關使用

IPv6，到 2016 年 9 月開始提供部分行動裝置

使用 IPv6 [11,12]。為了推動 IPv6，它在 2011

年 9 月出版了 IPv4 到 IPv6 轉換白皮書 [13]，

揭露其漸進式的轉換策略，以降低對他們用戶

的衝擊，並提供必要的協助，建立如圖一的

IPv6 生態鏈包括終端設備、調解器 / 家用閘道

器、網路、系統 （OSS/BSS, tools）、內容與應

用服務全都支援 IPv6。Telstra 也配合澳洲主管

IPv6 推動機構 AGIMO 規劃的 IPv6 推動期程來

進行。

澳洲 Telstra 在 APNIC 的統計資訊顯示目前

IPv6 Capable 的比率為 48.06%，IPv6 Preferred

的比率為 45.43% [14]。Telstra 目前在澳洲之

外的 20 個國家中擁有 3,500 名員工，為成千

上萬家企業和政府機構客戶提供各類服務。在

亞太地區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底電纜網路之

一，該網路在亞太數位經濟中扮演著至關重要

的角色，其解決方案包括資料、IP 網路和網路

應用服務、託管網路、統一通信、雲端運算、

產業解決方案和綜合通信服務。在全球 200 多

個國家和地區有超過 2,000 個接入點 （PoP），

目前網路延伸超過 40 萬公里，業務足跡遍佈

世界。

澳 洲 Optus 成 立 於 1992 年， 是 僅 次 於

Telstra 的 第 二 大 電 信 公 司， 由 新 加 坡 電 信

（Singtel）100% 投資的子公司，提供網路、

行動和固網電話服務和付費電視業務。同時具

圖一、澳洲 IPv6 Ecosyste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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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子公司品牌，如行動電話市場的澳洲維

珍行動公司（Virgin Mobile Australia）和 Boost 

Mobile 公司，網路服務市場的 Uecomm 和服務

部門資訊與通信技術領域的 Alphawest [15]。 

AAPT 是澳洲第三大電信公司，2013 年由

紐西蘭電信公司（Telecom New Zealand）以 4.5

億美元出售給 TPG 電信公司。AAPT 在 1991 年

開始作為 Telstra 在長途語音和數據市場的競爭

對手，提供數據、雲端運算、語音、網路和行

動服務。AAPT 的網路包含超過 1.1 萬公里的光

纖和 410 個交換機，以及 210 多個乙太網路功

能，業務從 e-LAN 到 SIP Voice 到雲端運算服

務的投資 [16]。

TPG 電信是一家澳洲電信和 IT 公司，專

門從事消費和商業網路服務以及行移動電話服

務，經營最大的行動虛擬網路運營商，擁有超

過 67 萬 ADSL2+ 用戶，35.8 萬固定電話用戶

和 36 萬個行動用戶，擁有澳洲第二大 ADSL2+

網絡，由 391 個 ADSL2 + DSLAM 組成。該公

司由 Total Peripherals Group 與 SP Telemedia 於

2008 年合併而成，提供五大產品和服務，包

括網路介接、資訊網路、OEM 服務、手機服務

和會計軟體等 [17]。

Internode 是澳洲一家 ISP，建有自己的全

球網路，可以向遍及澳洲的數百萬客戶提供

服務。Internode 的客服人員精通網路，充滿

熱的情提供最新的產品和小工具，能夠提供

客戶卓越的服務。Internode 的母公司 iiNet 在

澳洲電信市場有悠久的歷史，是客戶服務的全

球領導者，自 1993 年成立以來，贏得了數十

個獎項。自 2017 年 6 月起，澳洲一家電信公

司 Telecube 和它的子公司 Siptalk 提供選擇性

的 opt-in IPv6 服務。用戶可以在 Telecube 客戶

服務網頁上申請 Prefix 為 /56 的 IPv6 位址。目

前 Telecube 和 Siptalk 的客戶必須在其 Gateway 

Router 上手動設定 IPv6 位址 [19, 20]。

澳洲的電信公司 The Signal Co. 也有提供

IPv4 / IPv6 雙協定服務給澳洲的零售商及商業

客戶進行接取網路。The Signal Co. 是澳洲一

家地區性的電信公司，主要的服務地區為首都

坎培拉及其周邊區域，標榜提供快速可靠經濟

實惠的無線寬頻服務。該公司提供檢查覆蓋範

圍、選擇服務方案及安排安裝，三個簡單的步

驟就可以獲得無線寬頻服務 [21]。

澳洲 NBN 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9 年，旨

在設計、建造和營運澳洲新的高速 wholesale 

local 接入寬頻網絡。NBN 的主要目標是確保

所有澳洲人能以合理價格和最少成本獲得寬頻

網路，為此，NBN 構建了 wholesale-only, open-

access 接入寬頻網路。NBN 在本地接入網路上

為所有零售服務提供商（RSP）提供服務，以

滿足終端用戶的需求。NBN 也是在澳洲推動

IPv6 的進展而努力的一家重要公司 [22]。

澳洲學術研究網路 AARNet

澳洲學術研究網路（Austral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Network，AARNet） 是 澳 洲 國 家

研究和教育網路 NREN（N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為澳洲在全球先進研究

和教育網際網路組成的一部分。目前擁有和經

營 AARNet 的 AARNet Pty Ltd 是一個非營利組

織，股東包括 38 所澳洲的大學和聯邦科學與

工業研究組織 CSIRO（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除 了

網 路 連 接 外，AARNet 的 服 務 包 括 Eduroam

（education roaming）、語音、視訊和數據存

儲服務及內容鏡像（Content mirror）等服務。

AARNet 最初建立在墨爾本大學，國際網路也是

在此地登陸連接，澳洲所有在首府地區的大學

與 CSIRO 一起連結成 AARNet 的網路。

1989 年 羅 伯 特 ‧ 埃 爾 茲（Robert Elz）

在墨爾本大學建立了澳洲第一個永久性網際網

路線路。在此之前，由於澳洲與美國之間網路

通信費用昂貴，澳洲的研究人員存取 ARPAnet

受到限制，當時國家網路基礎設施常由連接

全國各地的主機組成，使用 SUN3 軟體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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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定期的方式交換電子郵件和檔案文件。

AARNet 最初被構建為一個多協議網路，包括 

IP 及 DECnet 和 X.25， 以 適 應 過 去 ACSnet 和

SPEARnet 系統。隨著網路的快速增長，AARNet

很快演變成一個 IP 網絡，澳洲國立大學工作

人員 Geoff Huston 和 Peter Elford 於 1989 年被

AVCC 借調，負責技術管理和新網路建置工作。

AARNet 推出了增值經銷商計劃（Value added 

reseller），允許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使用其網

絡，第一個是 1994 年 5 月的 Connect.com.au。

後來 AARNet 逐漸成為批發骨幹 ISP（Wholesale 

backbone ISP），服務超過 300 個較小的 ISP，

截至 1995 年 6 月為止，約有 20％的 AARNet

流量來自其他用戶，AVCC 決定將 AARNet 商

業 資 產 出 售 給 Telstra， 以 Telstra Internet 的

名義運營。1997 年初，AARNet2 投入營運使

用，該網路使用 ATM 與網路服務，與 Cable

＆ Wireless Optus（CWO）合作，就是現在的

Optus [23]，AARNet 於 1999 年 成 為 AVCC 的

獨立公司。2001 年，AARNet 通過夏威夷到西

雅圖從雪梨獲得 310 Mbit/s 的網路頻寬容量，

部署了自己的國際網路能力，2006 年改稱

AARNet3，骨幹網路使用由 Nextgen Networks

提供的 dark fibre network，圖二為 AARNet 國際

網路連線圖。

AARNet4 國家網路包括從 Cairns 到伯斯等

主要城市的交換中心之間的高容量光纖網路，

以及到 Darwin，Hobart等幾個地方的分支機構。

由於光纖修復時間長，骨幹網絡遵循兩條實體

不同的路徑，2013 年底時，路由網路每條線

路 的 容 量 在 10 到 100 Gbit/s 之 間。 與 1990

年開始的 48kbit/s 國家骨幹容量相比，顯示

AARNet 國際網路容量能力以指數級速度增長。

AARNet 為澳洲的大學、CSIRO 及其他各種研究

和教育機構以及一些醫院的數百萬終端用戶設

備提供網路服務。客戶網站連接大部分是 1 到

10 Gbit/s 的速率，大多數終端用戶乙太網服務

為 1 Gbit/s，Eduroam 服務的可用 Wi-Fi 性能水

準。2006 年 10 月 12 日澳洲開始佈署 AARNet 

IPv6，使用純 IPv6，路由器設備使用 BGP IPv6

位址，IPv6 AARNet 的運作效能不亞於 IPv4。

目前 AARNet 透過多條 10、40 及 100 Gbps 的

高級研究網路基礎設施將澳洲的研究機構、教

育組織與全球研究和教育網路社群及資源相互

連接。AARNet 是低延遲、低壅塞及高容量的

研究網路，也與全球研究網路合作夥伴和大

量的內容及服務供應商合作，提供成本效益

的雲端服務。AARNet 的做法是與 Microsoft、

圖二、The AARNet international network as at September 201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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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Google、Akamai 和 Amazon 等公司合

作，從網路與這些大型公司進行網路服務內容

的製作。並直接與 Blackboard、Desire2Learn、

Netspot 和 Ricoh 等技術性公司連結，可以使

AARNet 的客戶透過高效能的網路連結學習管理

系統及其他的雲端服務供應商。而且與 Box、

Vocus 和 Zoom 等供應商合作，提供澳洲研究和

教育機構客製化的產品及服務，使 IT 經理人

能夠簡易的部署和管理網路服務，同時建構特

殊的服務，例如 AARNet Mirror、CloudStor 和

Eduroam，以滿足全球研究和教育界的特殊需求

[25]。

澳洲 Telstra IPv6 行動服務計畫發展經驗

澳 洲 最 大 的 ISP Telstra 自 2016 年 9 月

開始提供 IPv6 服務給行動用戶，這意味著當

Telstra 用戶將行動設備連接到網路，同時接收

IPv4 和 IPv6 位 址。Telstra 從 2012 年 首 先 在

其企業用戶和 wholesale 網路接入產品中啟用

IPv6，2014 年也讓 NBN 國家寬頻網路用戶啟

用 IPv6，2017 年又完成一項為期五年的行動

IPv6 計畫，將 IPv6 擴展到行動業務，這項成

果將大大增加澳洲網路用戶使用 IPv6 的比例。

以下是 Telstra 在行動 IPv6 服務部署的考量因

素、佈署策略、學習及發展的技術、社區溝通

及面臨的挑戰，都可以讓我們學習到一些推動

IPv6 行動服務的經驗。

IPv6 行動服務是 Telstra 在既定網路服務導

入 IPv6 計畫的一部分，是公司對網路技術發展

的承諾。Telstra 看到大規模 IPv6 位址空間帶來

的好處，將支持 IoT 設備爆炸式發展，所以試

圖直接導入 IPv6，因為比起先建構複雜而昂貴

的延長 IPv4 的臨時解決方案，未來幾年後仍需

過渡到 IPv6 來說，直接導入是比較有意義的做

法。

導入 IPv6 行動服務計畫最重要的是制定策

略，確保過程可以實現計畫目標。Telstra 很早

就決定在採用兩階段推動 IPv6 服務，第一階

段部署 dual-stack 架構，讓公司有時間了解並

獲得對使用 IPv6 技術的信心。第二階段讓用

戶設備僅使用 IPv6（single-stack）進行連接。

Telstra 早就了解 single-stack 為最終目標，因

為它是阻止 IPv4 位址需求增長的唯一方法。雖

然 Telstra 已經分兩個階段進行推動導入 IPv6，

但一直在同時進行 dual-stack 和 single-stack。

Telstra 允許客戶在可能的時間內過渡到 IPv6，

同時解決 Telstra IPv4 耗盡的問題，通過提早

佈局來降低轉換成本，也為未來物聯網等新技

術做好準備。

Telstra 決 定 使 用 464XLAT + NAT64 + 

DNS64， 因 為 儘 管 沒 有 one-size-fits-all 的 技

術，Android 和 Microsoft 設備支持 464xLAT，

Telstra 的測試表明它與各種流行的應用程式能

無縫連接，Telstra 非常努力地與 RFC6877 的作

者和 Google 遵循 464xLAT。Telstra 2016 年發

佈的大部分 Android 手機已經支援 464xLAT，

只需要更新一個設定就可以啟用它。

整個佈署 IPv6 的過程對 Telstra 都是一個

很好的經驗。當第一次啟動佈署 IPv6 時，只要

對 IPv6 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即可，而經過嘗試和

錯誤，並且從其他 ISP 的經驗中學習如何解決

本身所遇到的問題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另外發

展能力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量，因此也為 Telstra

員工進行內部培訓工作，包括市場營銷、服務

保險、運營、工程、支援和門市等，大多數培

訓課程是面對面進行，也有部分為線上培訓課

程。

IPv6 測試可能是這個計劃執行中最大的挑

戰。在技術上，掌握 IPv6 在測試環境中所做的

工作非常重要，擷取 IPv6 封包信息進行分析

很簡單，但是了解擷取封包是非常困難的，因

為我們不了解 IPv6 流量實際上在做什麼。雖然

IPv6 與 IPv4 非常相似，但我們需要學習如何

解釋，特別是出現問題時，會有微妙的差別。

另一個技術挑戰是了解行動設備的網路連接過

程，因為與固定環境不同。自 2014 年以來，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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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stra 實際上一直在考慮為手機提供 IPv6 服

務，但隨著技術的進步，網路的變化和其他情

況的出現，公司必須決定是否延長一段時間，

還是推動服務上線。每次新產品導入時，公司

都需要確保能夠滿足客戶的要求。

另外 Telstra 在這個行動服務計畫早期就注

意到的一件事，就是沒有社區的支持就不能推

出產品服務。 雖然消費者不一定需要了解這

個過程或它的工作原理，只要社區的聯繫不中

斷，至少 Telstra 仍然需要與更多的技術上的客

戶接觸，因為他們會做大部分的升級作業。如

果我們不在這個過程中揭露資訊和幫助客戶，

圖三、IPv6 Network Enabled Rate [26]

圖四、IPv6 Enable Website in Australia[27]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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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感到沮喪，最糟糕的結果是每個人都要

求回到 IPv4。在可預見的未來，支援升級 IPv6

將是 Telstra 面臨的最大挑戰。

澳洲 IPv6 發展統計資訊現況

目前有關澳洲 IPv6 發展的現況我們可以

從以下一些網路上收集到的資訊來做了解。首

先我們從圖三 RIPE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re

的 統 計 資 訊 可 以 得 知 澳 洲 的 IPv6 Network 

Enabled Rate 截 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 止 為

21.64%。[26]

從圖四的 6lab.cisco.com 網站收集到澳洲

前 500 大的網站其啟用 IPv6 的現況，在 2017

年 9 月 15 日 IPv6 websites 數 量 為 115，In 

construction / test 數 量 為 9，failing websites 

with IPv6 數量為 0，not IPv6 enabled 數量為

376，由此數據可知澳洲網站啟用 IPv6 還有很

大的努力空間。從圖五的 6lab.cisco.com 網站

收集到澳洲目前使用者的百分比為 13.3。[27]

澳洲 IPv4 及 IPv6 目前的支援比率分別為

98.9% 及 49.8%，如圖六所示。可以看出

IPv4 支援比率接近 100%，但 IPv6 的支援就比

圖五、IPv6 Users in Australia[27]

圖六、澳洲 IPv4 及 IPv6 支援比例 [28]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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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而目前全世界 IPv4 及 IPv6 的支援比率

分別為 97% 及 55.8%，因此澳洲在 IPv6 支援

比率上與全世界平均數值相當接近。圖七顯示

從 IPv6 位址型態資訊，澳洲的分布比率分別為

原生佔 88.3%，6to4 佔 7.2%，Teredo tunneled

佔 4.6%，而全世界的分布比率分別為原生佔

93.8%，6to4 佔 2.8%，Teredo tunneled 佔 3.3%。

澳洲在這個項目稍有落後，有加速空間 [28]。

結語

澳洲政府為克服 IPv4 網址枯竭的問題，

及迎接 IoT 新世代應用的來臨，實現民眾享有

運用網路之福祉，推動了新一代網路通信協定

IPv6 的佈署，特別成立專責單位 AGIMO 制定

推動策略及進程，澳洲 ISP 也積極配合政府政

策推動 IPv6，進行公司內部人員的教育訓練，

提升 IPv6 技術能力，滿足用戶 IPv6 連線需求，

冀順利引導國家資通訊產業的發展，支持各產

業對於 IPv6 服務的未來需求，並趕上全世界

IPv6 快速成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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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Internet 的成長和寬頻網路及行動設備的盛行及雲端計算服務的普及，

IPv4 位址的總數量顯然不夠給全球使用，為補強 IPv4 的缺點唯一可行且

較長期的解決方案是部署 IPv6，隨著全球移動網路和物聯網的成長，預計

最終手持式電腦及網路設備將只支援 IPv6，其影響小至個人，大到國家競

爭力。

紐西蘭政府了解只有升級 IPv6，確保政府和產業相關的 Internet 都可持續

成長，才符合紐西蘭的最佳利益，因此，由政府扮演領頭羊的角色，使用

更先進的技術，引導產業起而效尤。紐西蘭政府動作敏銳迅速，其內政部

（DIA）早在 2010 年就確認了所有政府部門都應該也需要轉移到 IPv6，

以便各單位官方網站和 AoG 雲端服務平台可以被線上存取及符合國際標

準，在 2012 年發佈了政府部門轉移到 IPv6 的政策，要求各部門遵守此一

GCIO 通報進行導入。

除了政府態度積極之外，紐西蘭相關的網路業者如 ISP 或行動寬頻服務供

應商等，也都積極參與 IPv6 遷移的工作，本文彙整了紐西蘭 21 家 ISP 支

援 IPv6 的情況和重要指標的統計數據，但因為紐西蘭企業採用 IPv6 的現

況資料較為缺乏，所以本文只介紹一本由紐西蘭 IPv6 工作小組編寫且與

InternetNZ 結合的白皮書，內容是紐西蘭企業轉移至 IPv6 的引導參考，其

目的在於鼓勵企業以有效成本和低風險方式來導入 IPv6。

世界各地經驗顯示，不論組織狀況如何，最好早點導入 IPv6，延遲導入會

增加未來業務某種程度限制的風險，而且執行成本也會隨著時間延後而增

加，希望紐西蘭的發展經驗，可以提供重要參考。

紐西蘭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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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內容主要介紹紐西蘭 IPv6 發展狀況，

分三個部分說明：第一、紐西蘭政府部門 IPv6

現況，第二、紐西蘭 ISP IPv6 現況，第三、紐

西蘭企業採用 IPv6 現況，分述如下。

一、政府部門 IPv6 現況

紐西蘭政府為維持和國內各區域及商業夥

伴網路的連接，必須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去逐漸

使用更進步的技術，例如擴充性更好的 IPv6，

以確保 Internet 可以持續成長，符合紐西蘭的

最佳利益。

在 2010 年，紐西蘭內政部（DIA）確認所

有政府部門都需要轉移到 IPv6，以便政府部門

的官方網站和 AoG 雲端計算的平台依然可以被

線上存取及符合國際標準。

由於 Internet 的成長和寬頻網路及移動設

備的盛行及雲端計算服務的普及，IPv4 位址的

總數量顯然不夠給全球使用，為補強 IPv4 的缺

點唯一可行且較長期的解決方案是部署 IPv6，

隨著全球移動網路和物聯網的成長，預計最終

手持式電腦及網路設備將只支援 IPv6。

IPv6（就目前的理解）提供幾乎無限的

位址，因為越來越多大型移動網路被佈署及

Google、Wikipedia、Akamai、Yahoo、Facebook

和 Verizon Wireless Internet 等內容提供商所提

供豐富的內容，使得 Internet 上的 IPv6 流量持

續成長。

由於 IPv6 不能與 IPv4 相容，因此一個只

支援 IPv6 的設備或服務是無法與 IPv4 的使用

者互相連接，反之亦然。這一個不能互相相容

紐西蘭 IPv6 發展現況
 ◎ 銘傳大學／徐孝武

紐西蘭

的限制需要採取特別措施以確保政府網路和

Internet 網站能安全的運行且不被駭客所干擾。

政府有計畫的推動

紐西蘭政府一定要轉移到 IPv6，以便政府

的官方網站和 AoG 雲端計算功能依然可以被讀

取並符合國際標準。紐西蘭主要的合作國家也

有轉移到 IPv6 的時間表和方法，以便將他們政

府的重要系統及官方網站和紐西蘭一樣轉移到

IPv6。

紐西蘭政府 IPv6 成長基礎穩固：

l 紐西蘭所有的 ISP 彼此間都對等的交換及分

享 IPv6 路徑。

l NZ 的 註 冊 服 務 已 經 啟 動 IPv6， 所 以 其

Internet核心基礎設施有很好的IPv6百分比。

l 許多商業網路提供商和 ISP 提供純 IPv6 的連

接和 / 或轉接。

l 自 2006 年起，紐西蘭的高速研究與教育網

路 ( 研究及教育先進網路，REANNZ）已經啟

動 IPv6。

l 政府網域系統（DNS）也於 2012 年 2 月啟

動 IPv6。

l 「 govt.nz」這個網域的 DNS 也在 2015 年 3

月被加強具有 IPv6 DNSSEC（DNS 安全）的

能力。

l 紐西蘭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 ICT 共同能力

( 具有 IPv6 功能的 AoG 雲端服務平台 )，以

減少各部門分別執行IPv6所需付出的成本。

n	政府的 One.govt 網路，新成立的電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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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aS） 網 路， 以 及 AoG 安 全 電 子 郵 件

（SEEMail）服務都設計為具有 IPv6 功能，

並提供新的 IPv6 外部連接且可跨越政府主

幹網路。

n	AoG IaaS 供應商需要提供參與轉移的部門自

動轉移到 IPv6 或雙堆疊環境的平台。

n	AoG 公用 Web 平台提供使用者公開讀取政

府 IPv6 的網站。

政府推動里程碑

2012 年 2 月 7 日，DIA GCIO 發佈了政府

部門轉移到 IPv6 的政策（GCIO-2012-01），

如下：

l 政府所有公開的官方網站都必須啟動 IPv6

並且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也必須啟動 IPv4 功

能。

l 當政府部門的 IT 人員完全有能力管理 IPv6

流量和位址時，這些政府部門網路才必須轉

移到 IPv6。

l 政府運作系統和內部機構網路必須持續使用

IPv4；但所有可被存取且公開的官方網站應

盡快建立 IPv6 功能，某些部門網路和被託

管的網站需要更複雜的設定、安全控制和測

試。

紐西蘭政府部門皆遵守 2012 年 GCIO 通報

導入 IPv6；包括透過技術訓練及應用程式更新

等有計劃的系統升級，或透過投資新計畫來完

成 IPv6 轉移。其他相關機構也適用這些準則。

l 確保所有對外公開可存取的外部網路服務

（如網站、電子郵件、DNS、在線表單及交

易服務等）都可存取並使用 IPv6 功能。

l 確保內部網路之應用程式及設備在運作上能

夠使用 IPv6，但尚未啟動 IPv6 的網路 / 應

用程式之管理和監控工具都須先關閉 IPv6

功能，以減少因 IPv6 暴露所帶來的威脅和

入侵風險。

l 透過年度營運報告向 GCIO 提供最新發展狀

態。

紐西蘭資訊安全手冊（NZISM）包涵了政

府網路在執行 IPv6 時所有的需求。

l 所有政府部門都需要申請 NZISM，以便了解

不同類別的網路及不同行業別執行與控制

IPv6 的基本原理。

l 各部門轉移到 IPv6 時須對各部門系統重新

認證。

l NZISM 可作為 IPv6 安全技術研究參考。

澳洲聯邦政府則在 2009 年 7 月提出「澳

洲政府部門實施 IPv6 策略 ( 目前為第 2 版）」 

提供紐西蘭政府部門另外一個通用指南規劃轉

移到 IPv6。即便如此，我們仍提供以下建議：

l 從業務和架構的觀點去了解 IPv6 對部門本

身的意義。

l 了解部門本身轉移到 IPv6 時可用的選項和

投資機會。

l 了解 AoG ICT 公共服務能力如何協助部門本

身去實現 IPv6 的目標和利益。

l 了解自己網路服務供應商（ISP）和外包廠

商對 IPv6 的準備度及管理能力。

l 確保部門本身外部網域名稱系統（DNS）和

其他關鍵外部服務具有 IPv6 功能。

l 確保所有隱私和安全管控及部門本身網路的

資安設備在轉移到 IPv6 之前都已具備 IPv6

所有功能。

l 確保部門 ICT 技術人員具有執行、管理及開

發 IPv6 之技能和知識。

l 教育 - 確保員工和管理層了解為什麼需要轉

移到 IPv6，以及 IPv6 對他們工作內容的含

意。這包括對ICT支援功能所需的任何改變。

l 現階段全球網路仍然使用 IPv4，建議以雙堆

疊來執行 IPv6。

 

二、ISP IPv6 現況

紐西蘭所有 Internet 使用者都必須無縫接

軌到 IPv6。對 ISP 而言，這意謂允許客戶擁有

IPv6 位址；對內容提供商而言，這意謂須確保

使用 IPv6 位址都可以連上所有內容網站。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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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ISP 支援 IPv6 的情況

我 們 將 評 估 完 的 21 家 紐 西 蘭 ISP 支 援

IPv6 的情況做一個總整理如表一所列。

表二及表三為利用 ipv6-test.com 所收集到

測試結果，每月更新一次。表二說明紐西蘭前

25 名 ISP Unique IPv6 位址的計數（2017 年 6 

月），表三說明紐西蘭前 25 名 ISP IPv6 的速

度（2017 年 6 月）。

IPv6 速度較低原因是因為使用 Tunnel 技術

後封包變大造成的；另外 ISP 對外 IPv6 的轉接

（Transition）或直接連接（Peering）的頻寬不

足也是可能原因。

InSPire Net 

Inspire Net 是位於紐西蘭北方 Manawatu 區

的服務提供商，是一家服務已超過 15 年的主

要 ISP 業者，主要服務地區包括 Wanganui、

Rangitikei、Horowhenua、Tararua 等，目前正在

執行及測試 IPv6 服務。

雖然現階段我們認為自己的 IPv6 網路還不

是一個產品服務，但很樂意與有興趣的客戶測

試各種 IPv6 服務，如果已經有 IPv4 網路經驗，

那可能可以在實驗過程中了解大部分 IPv6 知

識。

您可能需要一台執行以下其中一種作業系

統的電腦：

l Windows XP SP2 +、Vista、Windows 7/8/10

（Windows XP 缺少某些 IPv6 選項）

l 最新 Mac OSX 版本

l 一個過去發行的 Linux 版本其核心模組有支

援 IPv6，或可啟動 IPv6

如果使用者要使用純 IPv6 網路 ( 沒有 IPv4

位址及網路 )，使用者需要一個支援 IPv6 的

CPE 設備，並且需自行連上 Inspire Net 所建立

的純 IPv6 網路。

PPPoE over xDSL/UFB/wirelss/Inspire fibre

我們已經測試完純 IPv6 over PPPoE，結

表一、21 家紐西蘭 ISP 支援 IPv6 的情況

紐西蘭

二、 ISP IPv6 現況 
紐西蘭所有 Internet 使用者都必須無縫接軌到 IPv6。對 ISP 而言，這

意謂允許客戶擁有 IPv6 位址；對內容提供商而言，這意謂須確保使

用 IPv6 位址都可以連上所有內容網站。 

紐西蘭 ISP 支援 IPv6 的情況 
我們將評估完的 21 家紐西蘭 ISP 支援 IPv6 的情況做一個總整理如

表一所列。 

表一、21 家紐西蘭 ISP 支援 IPv6 的情況 

 

ISP 
IPv
6 

Prefix 
Length 

Static ? Notes 

Bigpipe Yes /60 Yes 現在是公開 

Compass ?   
作者有問相關人員但並沒有

得到任何回應 

Earthlight ?   
作者有問相關人員但並沒有

得到任何回應。作者相信此

家 ISP 一定有支援 IPv6 
ICONZ-We

bvisions 
Yes 

/56 或
/64 

Yes 
除了 UFB/xDSL 兩項產品

外，其餘產品皆支援 IPv6 

Inspire 
Tria

l 
/56 Yes 

IPv6前置碼在正常情況下是

強制給使用者的，但此項政

策未來也許會改變 

Maxnet No N/A N/A 
家用的連結沒有支援 IPv6，
主機代管如果有需求會提供 

MyRepubli
c 

No N/A N/A 
目前沒支援 IPv6。將來會支

援但沒時間表 

Orcon Yes /56 Yes 

目前只支援 xDSL，UFB 也

會很快支援 IPv6。IPv6 前置

碼在正常情況下是強制給使

用者的，但此項政策未來也

許會改變 

Sinch Yes /56Y Yes 
使用者提出需求就會配置一

個靜態的 IPv6 位址 

Slingshot Yes /56 Yes 

目前只支援 xDSL，UFB 也

會很快支援 IPv6。IPv6 前置

碼在正常情況下是強制給使

用者的，但此項政策未來也

許會改變 
 

 
表二及表三為利用 ipv6-test.com 所收集到測試結果，每月更新一

次。表二說明紐西蘭前 25 名 ISP Unique IPv6 位址的計數(2017 年 6 
月)，表三說明紐西蘭前 25 名 ISP IPv6 的速度(2017 年 6 月)。 

 

 

Snap Yes /48 Yes (/56)
只允許當地居名用 e-mail 申
請 IPv6 位址。商業公司則完

全支援 IPv6 

Spart No N/A N/A 
是紐西蘭前五大 ISP 中到現

在都沒支援 IPv6 
Tayor 

Communic
ations 

No N/A N/A 
一直有意願要支援 IPv6，目

前正等廠商韌體的更新。目

前已在 beta 版 
Trustpower Yes /56 Yes  

Vibe Yes /56 Yes 
只提供商業公司 IPv6 服務

及報價，當地居名並不提供

IPv6 

Vocus Yes /56 Yes 
只提供商業公司 IPv6 服務

及報價，當地居名並不提供

IPv6 

Vodafone Yes /56 No 
2016 年 9 月首次開始 IPv6
展示，即將開始展示國家間

IPv6 的連結 

Vorco Yes /56 Yes 
只提供商業公司 IPv6 服務

及報價，當地居名並不提供

IPv6 

Voyager Yes /56 Yes 
有提出申請需求就會提供

IPv6 服務 
Woosh Yes /56 No  

WorldxCha
nge 

已

結

束

IPv
6 試

驗 

/56 Yes 

IPv6 試驗已進行多年，目前

已結束 IPv6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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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很不錯。大多數客戶都可以使用 PPPoE 連

上我們的 Juniper BNGs 設備，雖然我們是用

Mikrotik 所提供的 CPE 設備來測試這項純 IPv6

服務，但其它 CPE 設備應該也可以支援這項純

IPv6 服務。

主機代管

主機代管服務已支援 IPv6。

虛擬主機

公司曾經提供 IPv6 虛擬主機服務，後因防

火牆故障取消，一旦核心網路取代防火牆，將

再提供 IPv6VM 服務。

DNS 伺服器

過去曾在授權和遞歸 DNS 伺服器上測試

IPv6，但因更換防火牆（同上述問題），所以

更換後才能提供 DNS 伺服器 IPv6 服務，提供

或解析 AAAA 記錄。

Inspire Net IPv6 連接

I n s p i r e  N e t 是 向 Vo c u s 和 V i b e 

Communications 借道連到 Auckland IX 和其它互

連的 ISP 來提供純 IPv6 服務。

目前沒有提供的 IPv6 服務

IPv6 預 付 費 服 務（Student City, Inspire 

PrePay, InspireFreeWiFi）目前不提供也不提供

IPv6 郵件伺服器，如果使用者有自己的 IPv6

郵件伺服器，Inspire Net 可以公開 IPv6 的 MX/

AAAA 記錄。原則上，公司沒有公開 Inspire 

Net 任何產品主機名稱的 DNS AAAA 記錄，如

www、pop3 或 mail。

Vodafone

Vodafone 的國家核心網路和國際連結都已

表二、紐西蘭前 25 名 ISP Unique IPv6 位址的計數 表三、紐西蘭前 25 名 ISP IPv6 的速度

紐西蘭

表二、紐西蘭前 25 名 ISP Unique IPv6 位址的計數 

 

 

 

 

編號 ISP Unique IPv6 位址 

1 Sparknz 269 

2  561 6vgiT

3 TWOdegrees-nz 105 

4 Hurricane Electric 30 

5 Callplus 24 

6  22 tenregayoV

7 TrustPower Ltd 14 

8  21 scA

9 Inspirenet 8 

10 Vibe Communications Ltd 8 

11 Ufone 6 

12 Bigpipe.co.nz 5 

13 Snapnet 4 

14  4 krowten XF

15 CallPlus Services Limited 4 

16  3 tcennocrO

17 Tig 1 

 

表三、紐西蘭前 25 名 ISP IPv6 的速度 

 
IPv6 速度較低原因是因為使用 Tunnel 技術後封包變大造成的；另

外 ISP 對外 IPv6 的轉接(Transition)或直接連接(Peering)的頻寬不足也

是可能原因。 

編號 ISP Test Count IPv6 平均速度 

1 Voyagernet 69 34.5 Mbps 

2 Vibe Communications Ltd 9 27.9 Mbps 

3 TrustPower Ltd 18 20.6 Mbps 

4 TWdegrees-nz 146 19.9 Mbps 

5 Sparknz 444 16.3 Mbps 

6 Tigv6 262 16.1 Mbps 

7 Callplus 41 11.9 Mbps 

8 Callplus Service Limited 7 11.1 Mbps 

9 Snapnet 5 3.9 Mbps 

10 Bigpipe.co.nz 8 0.0 Mbps 

11 Inspirenet 19 0.0 Mbps 

12 Ufone 7 0.0 Mbps 

13 FX Network 5 0.0 Mbps 

14 Orconnet 5 0.0 Mbps 

15 Acs 15 0.0 Mbps 

16 Hurricane Electric 62 0.0 Mbps 

17 Tig 6 0.0 Mbps 

 



48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具備 IPv6 能力且部分企業客戶也已經開始使

用 IPv6 網絡當然也允許客戶使用 IPv6 來存取

Vodafone 的核心網站。

Vodafone 導入 IPv6 服務的的步驟是從「核

心」設備到「邊界」設備逐步推出，只要客戶

需要 IPv6 服務，所有系統和應用程式都已準備

就緒，目前正逐步推出 IPv6 及 IPv4 雙堆疊存

取網路服務，客戶之間可使用邊界路由器所提

供的雙堆疊功能來互相溝通。

Vodafone 在發佈 IPv6 服務之前會與客戶溝

通，提供相容產品和安裝建議相關信息，並特

別強調防火牆對 IPv6 的安全性。

Vodafone 的 IPv6 網路

l 一些最受歡迎的網站如 Google、Facebook 和

Netflix 都已具有 IPv6 功能，Vodafone 可用

IPv6 直接和這些網站連接。

l Vodafone 骨幹網絡及國際對等連結已具備

IPv6 功能，部分企業客戶已使用多年。

l DNS 伺服器可使用 IPv4 或 IPv6 連接。

Vodafone 提供企業客戶 IPv6 商業服務，企

業客戶可連絡公司專業安全部門 - 企業寬頻產

品及服務 - 以了解細節。

需要有什麼環境才能連上 IPv6 網路

目前 Ultra Fast Fibre、VDSL 和 ADSL 等寬

頻網路客戶可以使用 IPv6 網路，FibreX 客戶也

即將支援。客戶端需要一台支援 IPv6/IPv4 雙

堆疊的路由器。Vodafone HG659 modem（又稱

為 Vodafone wireless modem）是一台支援 IPv6/

IPv4 雙堆疊的路由器，用於 Vodafone 大部份的

寬頻服務，當檢查雙堆疊路由器時，須確保此

路由器韌體為最新版本。

IPv6 網路的最佳效能

l 確保路由器的作業系統及網路介面的 IPv6

已啟動。

l 確認路由器使用預設的 DNS（由 DHCP 所提

供），以獲得最佳性能。Google 的 DNS（支

援 IPv4 和 IPv6）目前是佈署在澳洲，所以

使用者如果用 GoogleDNS 會發現上網會比較

慢。

客戶的 IPv6 位址

Vodafone 目前不提供靜態的 IPv6 位址，客

戶會收到一個前置碼為 /56 的 IPv6 網段，當路

由器重新啟動時 /56 這個網段不會變。

Vorco 所建立的 IPv6 網路

不管喜歡與否，所有連到 Internet 的網路

都應該建立並完成純 IPv6 網路。在過去 3 個月

中，我們觀察到 Vorco 的網路上 IPv6 流量已大

幅增加。Vorco 的網路已經全是雙堆疊，所以

如果您的路由器是由 Vorco 代管，那麼您的網

路就已經啟用 IPv6。

許多決策者（財務長 / 執行長 / 小企業

老闆）可能還不知道 IPv6 是什麼，或雖聽過

IPv6 但並不知道它設計的目的。其實，導入

IPv6 就是要一勞永逸解決位址不足問題，它提

供 3.4×1038 個地址，足以讓在這個星球上的

每個人擁有數十億的位址。

以下是 Vorco 為客戶所建立的 IPv6

l 每個客戶都被分配一個 /56 的 IPv6 位址。

/56 足夠讓 256 個 /64 的網路使用。Vorco

建議在你的網路上每一個 VLAN 一個 /64，

這樣分配除了滿足業務之外，還可以提供所

有人充足的 IPv6 位址。

l Vorco 使用 DHCP 分配一個 PD（/56）給你

的網路，也使用 DHCP 分配 DNS 伺服器的

IPv6 位址。

l 您的 WAN 介面會自動被分配一個 line local 

網路（動態分配）。Vorco 所管理的路由器

都會分配最後一個 /64 給 WAN 介面，如果

你管理自己的路由器，建議你也使用最後一

個 /64 給 WAN 介面。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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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採用 IPv6 現況

由於紐西蘭企業採用 IPv6 的現況資料較為

缺乏，所以此處只介紹一本由紐西蘭 IPv6 工作

小組編寫且與 InternetNZ 結合的白皮書。此白

皮書是紐西蘭企業轉移至 IPv6 的引導參考，其

目的在於鼓勵企業以有效成本和低風險方式來

導入 IPv6。

何時採用 IPv6

IPv6 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 只是時間早晚

而已。每個組織採用 IPv6 的過程都不一樣，可

能非常簡單也可能很複雜，主要取決以下條件：

l IPv4 位址如何嵌入於組織內的 ICT 基礎架構

及應用。

l 組織內 ICT 基礎架構佈署程度和相關應用套

件。

l 網路自己管理或外包廠商維護的程度。

世界各地經驗顯示，不管組織情況，最好

是早一點導入 IPv6，延遲導入一定會增加未來

業務某種程度限制的風險，而且執行成本也會

隨著時間延後而增加。

盡早導入 IPv6 策略的另一因素是知識吸

收需要時間，而建立應用知識的制度也需要時

間，特別規劃和執行過渡期的技術，既然這個

新技術早晚都會被普遍採用，這也成為早點開

始採用 IPv6 另外一個好理由。

在成本和可能業務中斷的考量下，最壞的

情況是暫時不導入 IPv6，直到某些事件發生後

不得不採納 IPv6，這種外部事件無法避免，但

一旦發生，對各每個組織導入 IPv6 時機及影

響程度都不同，因此謹慎的風險管理一再建議

盡快導入 IPv6，才是最低風險和最低成本的方

法。以下盡一步說明如何減少導入 IPv6 的成

本。 

導入 IPv6 的必要步驟

如果能使用市面上已經被證明可行的方

法，自然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雖然每個組織

在執行細節上不同，但可以採用單一高層次的

方法，首先進行一些必要的步驟：

l 取得企業內資深管理人員對導入 IPv6 的認

同和承諾。

l 依據資深管理人員的承諾，分配資源來達成

結果（可能包括內部和外部資源）。

l 確保分配的資源足夠導入 IPv6，以確保達到

成果功。

l 盤點組織內 IPv4 位址，找出那些地方需要 

IPv6 位址。

l 明訂業務政策，確保 IPv6 是被包含在未來

所有 ICT 平台或應用的採購、更新、升級或

恢復。

l 公司需承諾未來 IPv6 可以與所有 ICT 採購

和更新周期同步。 

以上過程可能不是線性的，也沒有特定順

序，有可能發生回饋循環和反覆的情形，例如，

在內部知識庫充分發展或和外部專家擴大合作

諮詢前，很多人對關鍵業務應用程序的影響及

風險可能並不理解。

資深管理人員的承諾

資深管理人員承諾導入 IPv6 非常重要，因

為要確保有足夠資源導入 IPv6 及確保能在議定

時間內完成。資深管理人員對於 IPv6 了解或不

了解和業務風險息息相關。但重點是：不或延

遲執行 IPv6 的風險將隨著時間呈指數成長。 

想取得資深管理人員的承諾可能需要一些

教育課程，提供在業務和技術層面上改變範圍

及衝擊的基礎知識。

IPv6 培訓

對組織內各級人員的培訓是所有導入 IPv6

計畫的重要過程，沒有 IPv6 相關知識就很難

去了解業務的衝擊及評估實際風險和機會，例

如，資深管理人員必須了解 IPv6 關鍵問題，而

技術人員必須仔細理解 ICT 基礎設施及應用的

詳細技術要求和可能產生的影響。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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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IPv6 導入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外包，還

是會有一些內部資源有關聯，員工須更理智的

管理改變後的業務風險。如果沒有內部專家或

外聘專家協助，可能會讓整個 IPv6 導入規劃及

方法混亂，。因此 IPv6 導入計劃需要有「Go 

To」專家負責控制策略、計劃及執行。

審查

有很多明確且可用的程序可用於盤點基礎

設施和應用程序，協助組織掌握導入 IPv6 後的

具體衝擊。關鍵問題就是去確認 IPv6 位址會在

那裡使用及如何使用，及哪些業務功能及運作

會被影響，亦即提供風險暴露的可見性，建議

業務基礎設施的盤點步驟：

l 外部網站 

l 內部網站 

l 區域網路設備 

l 廣域網路設備 

l Internet Gateway 設備，包括防火牆及相關的

網路安全設施 

l 應用程式伺服器及和儲存設備 

l 電信設備 

最重要的關鍵是確認哪些應用程式及基礎

建設已經內建 IPv6 地址，這種情況在導入過程

中是最難解決的。

很多的服務提供商和系統整合廠商提供可

用的盤點流程，可以參考 www.IPv6.org.nz 網站

所列的服務提供商和系統整合商。

採購指南

導入 IPv6 最好的方式就是確保納入技術採

購流程。現今大多數的網路設備（但不是全部）

都支援 IPv6 協定，也都提供雙堆疊的功能。雙

堆疊是轉移至 IPv6 最好的方法，因為它能確保

同時與 IPv4 和 IPv6 協定無縫相容。 

此外，購買具有 IPv4 及 IPv6 的網路設備

的成本僅比支援純 IPv4 多一點點；許多情況甚

至相同價格，因此，購買具有 IPv6 功能的設備

是轉移至 IPv6 的過程中成本最低的方法。如果

購買具有 IPv6 功能的設備納入採購的一部分，

這將使轉移至 IPv6 的成本降到最低。在最近對

美國企業的調查中，210 家企業中有 60％ 的

企業不同意「我預期升級到 IPv6 將會投資很多

錢在購買硬體及軟體」（網路世界調查，2011

年 7 月）。

以 Tauranga 市議會案例為例：一個包含 40

個 Layer 2 switch，30 個 Layer 3 switch ( 有啟

動 VLAN)，約 110 台 Server 及 650 位員工的網

路架構，在一年內由一名受過 IPv6 課程訓練的

員工就能順利轉移到雙堆疊了，甚至不用全職

員工來做轉移的工作，當然，這是假設有一些

合用的相容設備在開始轉移前就已購買好了。 

組織採購必須確保所有已採購技術和 IPv6

相容，而且越早採購，跟業務相關的技術就會

越早更換為 IPv6 相容技術。大部分組織需要

幾年才能完成更新，所以正確採購越早到位越

好。

有幾個可用的準則可以協助採購 IPv6 相容

的程序。強烈建議一個組織必須盡早審查和採

用這些準則。

採用 IPv6 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是確保 ICT

基礎設施和應用程式套件的任何改變都會跟導

入 IPv6 目的一致，這樣 IPv6 導入才能持續，

又能適應特定業務的節奏，雖然最終目標可能

需要一段時間（可能幾年）才能完成，但期間

花的每一塊錢都是會花在正確的結果上。 

IPv6 工 作 小 組 網 站（www.IPv6.org.nz）

提供了幾種已經被全世界不同國家所採用的

準 則；Tasmanian 州 政 府 採 用 更 簡 單 的 方 法 

（www.egovernment.tas.gov.au/data/assets/pdf_

file/0017/113237/IPv6_procurement_and_audit_ 

standards.pdf），而歐洲正在推行更周詳的方法

（http://ripe.net/docs/ripe-501.html ）。

關鍵原則

導入 IPv6 的過程，有些先決條件必須建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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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請牢記以下關鍵原則： 

1. 不斷提醒你的公司與 IPv6 有關： 

2. 記住用 5P 來包含 IPv6： 政策、程序、採購、

規劃、項目。

3. 大處著眼，但小處著手；外部網站是最好開

始的地方；不要讓公司財務經理以為 IPv6

是一個大投資，這樣公司可能永遠都不會開

始導入 IPv6。 

遷移至 IPv6 的規劃

概述

先決條件建立後，公司就可以製定相關業

務導入 IPv6 的計畫。如果公司沒有具體時間

表， 那計劃裡的關鍵步驟時間表應該依照公司

業務運作時程、技術、勞動力技能、升級互相

結合，這是目前最低成本和最低風險導入 IPv6

的方法。另外一種是對外網站因某些特殊業務

需求要優先啟動 IPv6，可以不用和目前正在運

作的技術一起規劃。 

鑑於上述關鍵原則，計劃組成部分如下：

l 外部網站升級 

l 服務提供商提供 IPv4 和 IPv6 網路 

l 內部網站升級 

l 廣域網路雙堆疊升級

l 區域網路雙堆疊升級 

l Internet 閘道雙堆疊升級 

l 商業應用套件升級。 

 各部分在下一節描述，導入 IPv6 的典型

方法也放在附錄 C ( 源自 IPv6 網站 )。 

外部網站升級

許多企業將外部網站升級支持 IPv6 當作是

遷移至 IPv6 的第一個步驟，確保業務仍可和全

世界互通。外部網站升級至 IPv6 對多數企業而

言難度不高，現在網站只要很低的成本就可以

很容易升級至 IPv6。

升級至 IPv6 最大的挑戰是企業本身的外部

網站放在一個不支援 IPv6 的資料中心做代管，

過去，這個問題很難解決，但現在客戶只要用

合約內要求資料中心業者，要業者說明會在多

久時間內解決即可。  

對內部網站或外部網站而言，業者最常用

的藉口是後端網路無法支援 IPv6，所以不能啟

動 IPv6，但如下討論，這種藉口就沒道理了。

服務提供商 IPv6 的後端網路

為 了 在 業 務 中 採 用 IPv6， 電 信 及 ( 或 ) 

Internet 服務供應商必須要支援純 IPv6 的後端

網路。過去，紐西蘭幾乎沒有這樣的服務供應

商，然而，最近許多服務供應商已經開始加強

本身的服務標誌，所以很多服務供應商已經

可以提供合適的服務，http://www.ipv6.org.nz/

serviceproviders 列出部分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

服務。

內部網站升級

對於許多公司來說，內部網站和外部網站

同時升級比較合適，因為內部網站和外部網站

常常由同一個服務提供商支援，或兩個網站也

可能託管在同一家服務提供商。

廣域網路升級

廣域網路（WAN）功能升級就需要與一家

或多家電信服務提供商和 ISP 更密切的合作， 

附錄 C 提供逐步實現的方法概述，包括：

l 規劃 IPv6 位址

l 從 ISP 或直接從 APNIC 獲得 IPv6 位址的分配

l 執行規劃

l 測試以確定完成想要的結果。

這個規劃裡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上游服

務供應商的能力，除非上游服務提供商支援雙

堆疊來提供純 IPv6 環境，否則此項規劃很難有

進展，即使有，可能短期內 IPv6 流量的路由無

法做到像 IPv4 流量的路由那麼有效率，主要原

因是需要對 IPv6 封包做 Tunnel 技術才能使用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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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網路到達一些目的地及終端用戶。

區域網路升級

一旦區域網路（LAN）設備升級到使用雙

堆疊支援 IPv4 和 IPv6，接著必須建立一個與

IPv4 位址表對齊的 IPv6 位址表（希望大部分

位址是使用 IPv6 DHCP），然後開啟 IPv6 功能，

測試其端點到端點的完整性。

Internet 閘道升級

Internet 閘道是每個組織 ICT 基礎設施重要

的部分，通常閘道和邊界安全一併討論，所以

詳細規劃基礎設施升級 Internet 閘道很重要。 

此外，必須確保公司上游的 ISP 要完全參與此

過程，並且能夠同時支援 IPv4 和 IPv6 協定。

還有一個重要的考量是升級網路安全特

性以支援 IPv6 和 IPv4，現在有一些安全設備

（例如防火牆及 IPS 等）並沒有對 IP6 功能做

特別的防範，所以如果公司的安全基礎設施已

經老舊，那麼這可能是一個問題。因此在開始

對 IPv6 做任何改變之前，必須確保在安全基礎

架構內完全支援 IPv6 的安全性，即使有支援

IPv6 安全性，IPv6 的安全性仍然是升級過程中

一個具挑戰性的主題，所以應謹慎面對。

商用應用程式套件升級

透過重新設定 DNS 及 DHCP 伺服器，所有

商用的應用程式都很容易升級支援 IPv6，但還

是會有一些應用程式位址因為已經寫在應用程

式內，所以就會延後支援 IPv6，可能在以下情

況發生：

l 某些類型 Web 伺服器

l 傳統應用程式和相關的主機平台

建議在盤點和審核過程詳細的在第一時間

就識別可能的瓶頸，以便找到符合成本效益的

方式及時制定補救措施。對一些老舊的應用

程式而言，最具成本效益的惟一方法就是使用

IPv4 轉 IPv6，讓只有支援 IPv4 的應用程式也

紐西蘭

能連到 IPv6 網路，這樣可以一直用到這些應用

程式被淘汰為止。 

如果有應用程式要成為商用產品，就有必

要在上市前全面進行 IPv4 和 IPv6 測試。

 

名詞解釋：雙堆疊 IPv4/IPv6 

雙堆疊是指 IPv4 和 IPv6 能同時在一個設

備上被執行，因此也稱為「雙 IP 層」設備（例

如電腦、防火牆、路由器）或應用程式（例如

瀏覽器）。

包括 Google 在內的許多大廠認為使用雙堆

疊將網站轉移到 IPv6 是最佳轉換的方法，因為

其它轉換的方法都有重大缺陷，所以只有當雙

堆疊有問題時才會考慮其它轉換方法。

「.govt.nz」網域是紐西蘭政府升級 IPv6

策略的一部分，原因在於「.govt.nz」已經被設

計成具有雙堆疊的能力，讓它同時支持 IPv4

和 IPv6，允許任何使用純 IPv6 的使用者讀取 

「.govt nz」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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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政府部門轉換 IPv6 的作用是整個印度轉換的成功關鍵，因為印度政府是

資訊科技產品和服務非常大的用戶，其提供的服務不論從報稅、投票，到

其他与公民互動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更可以重塑民選官員與人民之

間的關係。透過提供更大的網址空間，將可確保政府部門不會受限於日益

創新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府服務。

印度政府在 IPv6 推動的作法上相當務實，先由電信部（DoT）向所有中

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門致函，要求各部門任命 IPv6 主導官員，並由電信工

程中心（TEC）彙集名單，但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各部門和下屬單位協

助這些 IPv6 建置主導官員們進行協調 IPv6 建置的相關事宜。通常政府部

門將部署分為三個階段，以簡化管理和調適可能出現的問題，包括第一階

段，使組織的總部和主要辦事室能夠提供 IPv6，並實現安全的全球連通

性。第二階段，讓組織的區域辦事處和其他辦事處提供 IPv6。第三階段，

移轉主要應用程式以發揮 IPv6 的特性。所以印度各部門都能以循序漸進

導入 IPv6。

至於產業方面也有重要推手，例如 Reliance Jio Infocomm 行動通信有限公

司，因為它於 2016 年 9 月推出首款 LTE 商業服務，帶動了其行動電話用

戶全部使用 IPv6 行動上網，所以功不可沒。目前近 90％的 LTE 4G 用戶

使用 IPv6，佔印度全國 IPv6 流量的近 70％，促使印度 IPv6 總量的快速

上升，從 2016 年的 1％上升到 16％（新年又超過了 20％），其他還包括

塔塔通信公司（TATA Communications）等也都有相當貢獻，讓印度 IPv6

穩健成長。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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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印度政府推動的 IPv6 網路升級相較於各國

政府，算是啟動較晚，但是在近年成果相當豐

碩，如圖一所示。

https://stats.labs.apnic.net/ipv6 2017/12/13

統計，台灣 IPv6 能力（IPv6 capable）0.40%，

排行全球第 66 名，而印度為 40.65%，為全球

第 2 名。

印度的國家 IPv6 部署：政策指南

根據印度國家 IPv6 部署藍圖版本 -I（第一

版）（訂定於 2010 年 7 月），針對印度全國

印度的 IPv6 發展現況
 ◎ 開南大學／葉耀明

推動架構訂定指南如下：

1. 所有主要服務提供商（至少有 10,000 個

物聯網客戶或 STM-1 頻寬）目標定在導入

IPv6，在 2011 年 12 月前提供 IPv6 服務。

2. 所有中央和州政府部門和各部門，包括第一

階段被選中的單位（PSUs），應開始使用

IPv6 服務至 2012 年 3 月。

3. 成立印度 IPv6 工作組織：

此一工作組織為三層式架構，包括 1. 監督

委員會；2. 指導委員會；3. 工作群組。

印度的國家 IPv6 部署路線圖第二版（訂定

圖一、全球 IPv6 導入現況圖 (IPv6 Cap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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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 年 3 月），則開始針對服務提供商、

內容和應用程序提供商、設備製造商、政府組

織、政府項目的公共入口、雲端計算 / 數據中

心等相關單位提供政策指南如下：

服務提供商的政策指南

l 企業客戶

1. 所有新企業客戶連接（無線和有線）由服務

提供商在 2014 年 1 月 1 日之後，開始提供

能在 dual stack 或純 IPv6 流量。

2. 如果企業客戶還沒有準備好 IPv6，那麼，服

務提供者應該教育和鼓勵他們的客戶切換到

IPv6。

l 零售客戶（有線）

1. 服 務 提 供 商 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 之 後，

要對所有新零售有線連接客戶，改用 Dual 

stack 或純 IPv6 的環境的 IPv6 流量。

2. 服務提供商應努力逐步更新 / 升級，所擁有

的 CPE 應該訂出 IPv6 導入時間表如下例：

(1) 2014 年 12 月之前更換 / 升級 25％的 CPE

(2) 2015 年 12 月之前更換 / 升級 50％的 CPE

(3) 2016 年 12 月之前更換 / 升級 75％的 CPE

(4) 2017 年 12 月之前更換 / 升級 100％的 CPE

3. 對於 IPv6 尚未準備就緒的 CPE 客戶，服務

提供商應應教育和鼓勵他們，替換 / 升級這

些 CPE 到 IPv6 就緒的服務。

l 零售客戶（無線）

1. 由服務提供商提供新的 LTE 客戶連接，從

2013 年 6 月 30 日起，供應商應要能備妥

dual stack 或純 IPv6 方式的 IPv6 流量。

2. 所有新進 GSM / CDMA 客戶連接，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後的服務，應提供 dual stack

或純 IPv6 方式 IPv6 流量。

內容和應用程序提供商的政策指南

1. 所有內容（例如網站）和應用程序提供商，

針對新內容及應用程序，應該從 2014 月 6

月 30 日起採用 IPv6（dual stack），最晚至

2015 年 1 月 1 日全面採用。

2. 金融生態系統，包括付款網關、金融機構、

銀行、保險公司等，應該在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過渡到 IPv6 。

3. 從 2014 年 1 月 1 日起「.in」網域上的新註

冊開始被強制執行 Dual stack，並規定 '.in'

域在 2014 年 6 月前完成 IPv6 遷移。

設備製造商的政策指南

1. 所有 GSM / CDMA 2.5G 版本及以上的手機 / 

數據卡、平板電腦和類似設備，只要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後在印度銷售，應具備

IPv6 業務（IPv4v6）或純 IPv6。

2. 所有在印度出售的有線寬頻 CPE，在 2014-

01-01 之後，要能夠承載 IPv6 流量，不論是

採用 Dual stack 或純 IPv6 皆可。

政府機關的政策指南

1. 政府機關應根據未來網絡複雜性和設備 /

技術生命週期，訂定詳細的過渡計劃，

並 在 2017 年 12 月 前 過 渡 到 IPv6（Dual 

stack）。有關計劃應在 2013 年 12 月前完

成準備，且提出所需預算經費需求，建議

應機關升級過渡小組，以利掌握整個升級過

程。

2. 所有由政府機構提供 / 應由政府機構的新 IP

服務（如雲端計算、數據中心等），都須提

供 dual stack，並立刻啟用 IPv6 流量。

政府計畫的公共入口

1. 政府的公開資訊入口網站，從 01-01-2015

之後都應該支援 IPv6dual stack 雙協議流量，

因為政府前導計畫將成為私人企業從 IPv4

過渡到 IPv6 的催化劑。

2. 政府機關應採購 IPv6 就緒的設備，並部署

IPv6（dual stack）網絡與支持 IPv6 端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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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程序，設備應為 TEC 認證或有 IPv6 

Ready 認證標章。

3. 政府機關應該在各自負責領域發展 IPv6 創

新應用，例如智慧計算、智慧電網、智慧建

築、智慧城市等。

4. 政府機關應該建立 IPv6 人力培訓單位，透

過 1-3 年的定期培訓出技術熟練的人才，使

升級過程能夠無縫過渡。

5. 各個國家的研究所 / 學院應提供 IPv6 相關技

術課程。

雲端計算 / 數據中心政策指南

所有公共雲端服務 / 數據中心提供商應

該從 2014 年 6 月 30 日開始採用 IPv6（dual 

stack）。

政府推動方面

本 節 參 考 印 度 國 家 IPv6 導 入 規 劃 書

「National IPv6 Deployment Roadmap」，探討

印度的成功經驗。

政府部門轉換 IPv6 的作用是整個印度轉換

的成功關鍵，因為印度政府是資訊科技產品和

服務非常大的用戶，其服務不論從報稅、投票，

到其他與公民互動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更可以重塑民選官員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而提

供更大的網址空間，將可確保政府部門不會受

限於日益創新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府服務。

轉換步驟：

鑒於 IPv4 位址即將耗盡，政府部門對於

IPv4 位址耗盡的後果和 IPv6 位址佔用的嚴重

性認知至關重要，雖然政府部門並沒有既定的

IPv6 轉換模式，但整體來看，各國政府或多或

少都採取了類似步驟如下：

a） 第一步：告知有關單位並提供協助。主要

是透過電信服務提供商與網路產業的參與

來完成的，政府會邀請各方利益關係者組

成 IPv6 諮議小組（在某些情况下，要求他

們出資或為此國家行動計畫作出貢獻），

進行 IPv6 內部評估，以確定各部門 IPv6 的

任務規模。。

b） 第二步：示範導入。政府會找出一個負責

IPv6 轉換示範的單位，確保此示範單位有

足够的資源，可以引導其他部門或和其他

利益關係單位展開合作。這些示範單位將

建立標準流程以及測量準則等報告，亦會

建立工作小組回應相關問題，確保這些問

題不會影響 IPv6 過渡到政府服務的連續

性，承担部門或組織的網路升級轉換。

c） 第三步：說服。一旦認同 IPv6 的重要性達

成共識，它就變成一個與相關單位溝通和

說服的工作事項，表達政府已經確認 IPv6

未來的重要性，所以有關單位應該盡早導

入獲得最大利益。

d） 第四步：激勵措施。政府應進一步用非經

費激勵政策、或 IPv6 採購要求等政策，誘

發帶動 IPv6 網路、應用程式和測試平台等

投資，不管用什麼参與模式，關鍵第一步

就是與相關利益關係者接觸，並掌握有關

問題和導入狀態。

政府可以解決兩個主要議題（i）普遍

認 知（general awareness） 和（ii） 緩 慢 導 入

IPv6(the slow take up of IPv6)。提高對 IPv6 重

要性的認識，和無縫解决服務連續性，這兩件

事情和國家經濟息息相關。政府機關應該要向

關鍵利益團體教育 IPv6 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與數位經濟可以蓬勃發展，以及穩定和不斷發

展的政府服務和聯外工作的重要性等，當然，

政府機關也可以在自己的網路和示範單位中加

強實施 IPv6。

政府部門 IPv6 部署

為了在政府部門實施 IPv6，負責 IPv6 網

路建置的部門首長，與有關部門都應該要先清

楚了解，國家的進步是要靠廣泛部署的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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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基礎建設，以及有效實施公共服務。而未

來的電子化政府基礎建設必須是完整、可擴

展、不應很快過時的，而 IPv6 正是電子化政府

基礎建設的關鍵，一定要確保它的採用。

1. 為了達到目標，針對 IPv6 推動有關人員，

應該明確定義他們的角色，讓使他們可以專

注於任務，帶來高效率的成果，而他們也必

須與其他政府機關、內容開發商、軟體和娛

樂業者、研究中心與技術機構等單位溝通協

調，以確保 IPv6 技術充分利用，讓最終用

戶（即人民大眾）為最後的受益者。

2. 政府採用 IPv6 需要各部會規劃和各轄下機

關的密切協調配合與執行。

任命 IPv6 主導官員

電信部（DoT）已經向所有中央和地方政

府各部門致函，要求各部門任命 IPv6 主導官

員，並由電信工程中心（TEC）彙集名單，但

更重要的是，政府各部門和下屬單位應協助這

些 IPv6 建置主導官員們進行協調 IPv6 建置的

相關事宜。

IPv6 主導官員的功能

1. 主導官員應在其內建立一支具有跨職能合格

人員組成的隊伍部門，方便 IPv6 部署，由

該團隊負責 IPv6 過渡規劃和實施，包括提

供各種業務、基礎設施、應用開發、安全性、

企業架構、資本規劃、預算採購等方面的代

表，在 IPv6 轉型階段都聽從主導關員的指

導。典型的跨職能團隊如圖二。

2. IPv6 主導官員及其團隊將為各自部門 / 組織

製定 IPv6 過渡計畫

3. IPv6 主導官員在準備 IPv6 過渡計畫時，必

須與相對應的服務提供商和設備供應商一起

盤點網絡服務和設備現況。

4. IPv6 主導官員必須編列 IPv6 過渡計畫的預

算。

5. IPv6 主導官員必須與不同的應用和內容服務

提供商協調，使應用和內容支援 IPv6。

6. IPv6 主導官員應與電信部 / 電信工程中心

（TEC / DoT）協調一切與 IPv6 部署有關事

宜，並給予指導。

7. IPv6 主導官員應在新成立的「印度 IPv6 工

作組」（India IPv6 Task Force）中代表他們

的部門。

跨職能團隊需要解決的問題

a） 強調 IPv4 和 IPv6 共存方式

b） 解決過渡期潛在的安全隱患

c） 說明向 IPv6 過渡部署技術或要使用的技術

組合

d） 提醒過渡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或壓力因素

e） 確保 IPv6 的部署最小程度地影響現有的網

絡和設備運行

部門需要解決的問題

a） 風險管理和詳細分析評估計畫

b） 確保 IPv6 過渡計畫具備可擴展性

圖二、印度政府 IPv6 工作小組跨職能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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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列出過渡成本

d） 確定需要升級或更換的應用和設備

e） 找出過渡到 IPv6 對應用和網絡上的影響

f） 分配過渡計畫所需資源

印度政府部門將部署分為三個階段，以簡

化管理和調適可能出現的問題，各階段目標概

述如下：

（a） 第一階段，目標是使組織的總部和主要

辦事室能夠提供 IPv6，並實現安全的全

球連通性。

（b） 第二階段，目標是讓組織的區域辦事處

和其他辦事處提供 IPv6，且實現安全的

全球連通性。

（c）第三階段，目標是移轉主要應用程式以發

揮 IPv6 的特性。

第一階段任務

（a）規劃預算、網路架構和其他因素。

（b）設立示範網路。

（c）進行全面的法規和安全審計。

（d）啟動少量應用程式導入 IPv6。

（e）評估實施情況。

計劃預算、網路架構和其他考慮因素

（a） 預算是最大擔憂，因為承辦人必須證明

導入的花費合理，包括硬體與軟體（如

果需要）成本，這也是每個單位都必須

釐清有 IPv6 業務需求的地方。 可以參考

的問題包括：

（i）IPv6 如何有利於組織？

（ii）IPv6 對組織的技術優勢是什麼？

（iii）可以使用 IPv6 擴展哪些業務領域？

（b） 在電信工程中心（TEC）舉辦的各種研討

會期間，最常被提出的問題就是希望了

解 IPv4 移轉到 IPv6 過渡的方法。TEC 會

先分發一份必須執行的工作列表，用於

評估網絡基礎設施清單。組織可以用這

些清單來收集自己網絡基礎架構的資訊，

確定目前網路設備符合 IPv6 規定的軟體

和服務。

（c） 一旦確定了轉移到 IPv6 的具體示範案

例，部門可以開始：

（i） 計劃採購新硬體或軟體（如果需要）

的成本核算。

（ii） 重新評估支持 IPv6 網路基礎設施。

（d） 必須意識到現有設施的轉移會影響過渡

時程，例如某些正在使用的應用程序可

能需要客製開發，且供應商可能不再支

持，另外，可能有些應用會因為發送

IPv4 地址資料流，而影響其在 IPv6 環境

中的使用。這些問題在實施示範網路移

轉過程中就應該抓出來，因為這些問題

會影響 IPv6 導入成本和時間。

（e） 了解產品發展圖（Product Road map）有

益於判斷某些軟硬體是否「壽終正寢」

或「服務終了」，決定替換前要先加以

確定。

（f） 組織還要考慮過渡計劃本身的衝擊。找

出可緩解過渡轉換衝擊的機制，也會影

響計劃的部署。

（g） 由於僅 IPv6 節點未來將無法再與僅 IPv4

節點進行通信，所以最佳推薦方法是使

用 IPv4/IPv6 雙服務機制，可以提供兩種

協議的兼容性，而如果網路之間沒有本

地 IPv6 支持，則可以考慮 IPv6 隧道機制

（IPv6 tunnel）。

（h） 謹慎任命能夠指導 IPv6 部署且具經驗的

顧問，以盡量減少問題，即使從培訓和

試點網路獲得的經驗也行，因為完全缺

乏經驗的話，很難掌握未知問題和缺陷。

（i） 一旦確定了工作計劃，組織可以要求 ISP

取得全球性 IPv6 位址前綴，目前有三種

方法可以為 IPv6 節點分配 IPv6 地址：

a.  無 狀 態 自 動 配 置（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或稱「無服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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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less）。 此 模 式 不 需 要 配 置

DHCP 伺服器來提供配置文件信息。

主機使用由路由器定期提供的信息組

成自己的 IPv6 位址，路由器確定標識

與正在討論的鏈路相關聯的網絡的前

綴。

b.  有狀態配置（Stateful configuration）- 

它要求伺服器將網絡連接的信息和參

數發送到節點和主機。伺服器維護分

配所有地址的資料庫，及分配這些地

址的主機映射，以及與所有必需參數

相關信息。一般來說，這種機制是由

動態主機配置協議版本 6（DHCPv6）

使用。

C. 手動配置（Manual configuration）- 管

理員手動將 IPv6 地址分配給主機和節

點。

建立示範網絡

（a） 各部門技術人員獲得 IPv6 知識後，即鼓

勵其試用 IPv6，試用的最佳方法是先在

少部分非核心領域內規劃部署 IPv6 示範

網絡，作用類似組織網絡的縮小版，這

種做法可以提供相關人員瞭解 IPv6 導入

後網路運作有何影響，但又可以讓技術

人員在有限的環境中，應用他們在培訓

所學到的一切，而不用擔心對主要服務

網絡造成不利影響。

（b） 這些示範網絡可以彼此互連，以了解它

們如何進行通信，以及相互運作可能遇

到什麼問題。

（c） 藉助示範網絡可以收集足夠的資訊，找

出可能出現的潛在陷阱，並確認要買那

些軟硬體。

合規性稽核（audit）和安全稽核

（a） 在具有實踐 IPv6 經驗後，每個組織必須

了解既有網路架構，而透過稽核可以讓

組織詳細了解裡面是否存在任何問題，

並且釐清組織現有的硬體和軟體是否支

持 IPv6，必須執行的稽核工作包括 IPv6

合規性稽核和安全稽核。

（b） 建議組織指定執行 IPv6 合規性稽核和安

全稽核的稽核人員。一般來說，有 IPv6

經驗的服務提供商和設備供應商大都可

以執行此項任務。

（c） IPv6 合規性稽核有助於組織決定以下內

容：

a. 確定其網路基礎設施可能需要的更

改。

b. 識別使用的硬體對 IPv6 的支持級別。

c. 檢視現有網路架構圖，以便更好地規

劃 IPv6 部署。

（d） 根據 IPv6 合規性稽核結果，組織可以掌

握對 IPv6 部署和流量類型，以下問題必

須認真考慮：

i） 網路封包處理是在硬體還是軟體處

理？ - 某些硬體可能允許透過韌體

升級來處理 IPv6 封包，這通常意味

著封包由軟體處理，如果真的這樣，

遇到處理量增加時，可以處理的封

包數量將會下降。

ii） 網路使用哪些路由方案及其是否支

持 IPv6 ？是否會使用內部和外部的

路由協定？ - RIP、OSPF 和 BGP 都

有自己的 IPv6 版路由協定，與 IPv4

並不兼容，這意味著在網絡（IPv4

和 IPv6）上將有兩個不同的路由流

量。

iii） 第 3 層交換器（VLAN）和負載平衡

器是否支持IPv6，需要做哪些更改？ 

- 組織雖然可能已經有這些設備，提

供完整的 IPv6 功能，但升級這些設

備應該更加謹慎，因為任何錯誤都

會影響 IPv4 和 IPv6 兩者的網路連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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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安全稽核有助於確定網路中安全實施不

足的領域和釐清如何改進，不能在不確

定現有網路設施的安全下貿然引進新技

術。

（f） 安全稽核由以下兩方面組成：

i. 外部稽核包括：（外部稽核準則的製

定）

1.  網站掃描

2.  遠端稽核

3.  滲透測試

4.  欺騙 IP 或電子郵件

ii. 內部稽核包括：（內部稽核準則的製

定）

1. 評估現有網絡架構圖

2. 網管人員面試：

a.  實體訪問和網路基礎設施審視

b.  安全設備

c.  路由器

d.  作業系統

e.  應用程序如 SSH、Telnet、資料庫

與內部業務應用程序

3.  網站掃描

4.  滲透測試

（g） 安全稽核結果可用於強化現有網路基礎

設施和確定：

i. 目前的網路基礎設施是否實施最佳做

法？

ii. 網路基礎架構上是否有任何不必要或

未知的 IPv6 流量？

iii. 防火牆是否能夠檢測並阻止 6to4、

ISATAP 隧道（Protocol 41）和 IPSEC

隧 道（Protocol 50 - ESP 和 51 - 

AH）。

iv. 實施 IPv6 的過程 中可以參考附錄 C

中的 IPv6 安全考慮。

設置少量應用程序使用 IPv6

（a） 以下是可以使用 IPv6 功能的一些範例應

用程序：

a.  組織使用的內部消息傳遞系統可以使

用 IPv6

b.  組織內部網站可以透過 IPv6 訪問

c.  組織內部使用的郵件伺服器可以使用

IPv6

（b） 在現階段，建議不要改變任何關鍵應用

程序，以免造成整個組織運作問題。在

稽核和規劃階段，每個組織都必須知道

遷移關鍵應用程序的任何動作只允許在

第 3 階段實施和完成，因為屆時組織才

有足夠知識克服任何問題。

評估實施情況

（a） 在組織實施 IPv6 導入後必須進行評估，

有助於確定是否符合預訂目標，至少應

該涵蓋下列：

i. 計畫導入開始時間是否符合時間表？

ii. 計畫過渡期間面臨的陷阱和問題是什

麼？

iii. 哪些領域需要更多的關注和小心？

iv. 導入實施後，組織是否更接近其業務

需要？

v. 組織是否準備好進行其他領域或分支

機構的 IPv6 過渡？

（b） 審查後，組織可以開始確定其具有哪些

附加任務需要執行，以使其他部署更容

易。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目標是在各組織的區域 / 分支

中複製第一階段的做法設置推動 IPv6 辦事處，

讓次要機構加強測試 IPv6 功能。

下面列出的是在組織的區域 / 分支機構必

須完成的任務：

（a） 規劃預算、網路架構和其他考慮因素。

（b） 設立示範網絡。

（c） 進行全面的 IPv6 合規性稽核和安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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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設置利用 IPv6 的應用程序。

（e） 評估實施情況。

對於上述任務，第一階段所做的相同考慮

也適用。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主要在應用程序的轉換，以最

大程度利用 IPv6 功能，提高性能、穩定性和安

全性，最好選擇組織內一個具有重要價值的應

用程序來進行轉換。

ISP 服務方面

印 度 在 IPv6 推 動 成 功 的 最 大 關 鍵 為

Reliance Jio 行動通信公司，它帶動其行動電

話用戶全部使用 IPv6 行動上網，以下介紹

Reliance Jio 的推動過程。

Reliance Jio 行動通信公司提升印度的 IPv6 能

力並通過 20％重要門檻

譯自 Molay Ghosh（Reliance Jio 的 IP 架構和技

術部門）專文 7 Feb 2017 

參 考 網 址：https://blog.apnic.net/2017/02/07/

reliance-jio-boosts-india-past-20-ipv6-capability/

 

Reliance Jio Infocomm 行動通信有限公司

是印度最大私人企業集團 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RIL）旗下的子公司，於 2016 年 9 月

推出首款LTE商業服務，是印度全IP移動網絡，

也是歷史上最快衝上百萬用戶的網絡供應商，

不到三個月就完成此一壯舉。

目前近 90％的 LTE 4G 用戶使用 IPv6，佔

印度全國 IPv6 流量的近 70％，引導印度 IPv6

總量的快速上升，從 2016 年的 1％上升到

16％（新年又超過了 20％）。

 

利用從零開始的優勢

作為一個新的 4G 運營商，公司知道如果

要成功，需要與合作的運營商提出客製化需

求，也知道可以利用最先進的技術，來容納大

量的用戶及新興物聯網（IoT）市場，所以計劃

在 2017 年 3 月前連接 1 億用戶，因為這些因

素，讓公司決定一開始就選擇 IPv6。

2011 年公司開始規劃 IPv6 的時候，收到

了 APNIC 第一個 IPv6 分配的位址，到 2015 年

建立了整個網路。也為了測試，Reliance 的 3

萬多名員工進行了為期 9 個月的行動網路試用

計畫。有了這次經驗，我們鼓勵所有正在大規

模部署 IPv6 的組織都進行如此廣泛的測試期，

因為它讓組織解決許多問題，包括提前發現各

種行動應用問題情況，許多應用原來是首選

IPv4。

管理層支持採用 IPv6 是整個推動項目成功

的另一關鍵因素，唯有如此，才能讓所有組織

成員都參與其中，為了將這種熱情轉化為專業

知識，技術人員都有嚴格的內部培訓計劃，教

育需要注意的種種問題。

 

從供應商採購設備與技術

供應商對部署計畫的成功也有重要作用，

特別是思科、諾基亞和三星這三家企業的協

助。從第一天起，公司就讓所有供應商知道我

們需要哪些網路元素，包括數據中心要能支持

IPv6，如果廠商支持 IPv6，或有 IPv6 定義明確

圖三、2016 年是 Reliance Jio 和印度 IPv6 部署的里程碑。

圖四、Reliance Jio 的 IPv6 功能（藍線）的增長與印度的
IPv6 總體功能（黃線）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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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我們就會選擇他們的設備。

為了無縫遷移到 IPv6，我們採用了兩種

最廣泛使用的移轉技術來做網路升級，就是 

IPv4/IPv6 雙服務和 IPv6 隧道（Tunnel）技術

（MAP-T）。隧道傳送訊息是把 IPv6 封包外再

加一層封裝在 IPv4 封包中來實現。

家庭網路閘道（Home Gateway）和 CPE 則

設計用新的網址轉換技術，就不用骨幹網路去

支援 IPv6/IPv4 雙服務，避免了網路採用有狀

態 的 運 營 商 級 NAT（CGN）（stateful carrier-

grade NAT (CGN)）的需要。與 DNS 記錄（IPv4

響應）相比，確定 DNS 的工作原理也是重要

的一步，特別是系統會如何優先處理 AAAA 記

錄（IPv6 響應），以便大量的 IP 網路流量在

IPv6 上進行通信。

如上所述，LTE 4G 用戶中有 90％是 VoLTE

的技術堆疊和 IMS 以 IPv6 運行，而整個基礎

設施，包括 EnodeB、CoreIP 和 MPLS 核心等，

都是 IPv6/IPv4 雙服務。蘋果 iPhone 6S / 7 IMS

是唯一在 IPv6 單服務上工作的設備。

我 們 的 主 要 內 容 合 作 夥 伴 像 Google、

Akamai 和 Facebook 等，僅在 IPv6 上提供網絡

內容，佔 IPv6 總流量的 80％，這種強硬作法

造成了公司一些內外部的挑戰，但是這種決心

也是向合作的設備商、供應商和管理層等說服

我們的目標最有力的支撐物。

接著介紹印度產業界導入 IPv6 的行動計

劃和里程碑等個案討論，本文調查的時間點是

2010 年初，但文中所列的實際日期將取決於

不同 IPv6 利益關係者在其組織

中實施 IPv6 的速度或進度，幾

個關鍵日期如下：

1）各種研究報告預測到 2012

年 年 中 IPv4 地 址 將 用 盡， 即

2011 年 左 右 到 2012 年 初，

IPv4 國際地址塊（IANA 的資源

池）會耗盡。

2） 在 2012 年 中 之 後，

印度收購新的 IPv4 地址變得非常困難，它

嚴重影響那些需要 IPv4 的業務，例如無

線網路服務、寬頻網路服務等。APNIC 在

2012 年第 2 季至 3 季也會耗盡 IPv4。

3） 預計 IPv4 耗盡日期可能提前，所以最後一

分鐘的突發性需求可能會比預期早發生。

1. 塔塔通信公司（TATA Communications）

塔塔通信公司已經能夠為客戶提供 IPv6 聯

網連接。塔塔通信有限公司是塔塔通信互聯網

服務有限公司（TCISL）的上游服務提供商，其

IPv6 導入步驟如下：

步驟 1. 所有 DNS 伺服器都支援 IPv6，IPv6 轉

發 DNS 域名服務已經在域名基礎網路

完成和測試 ( 已完成 ) 

步驟 2. 企業用戶的 IPv6 連接 ( 已完成 ) 

步驟 3. 測試 TCISL 客戶的 IPv6 連接（2010 年

6 月完成 ) 

步驟 4. 新採購的各種伺服器和負載平衡器都

必須支援 IPv6，並可直接提供服務。 

（2010 年 6 月完成）

步驟 5. 採購新硬體設備（2010 年 7 月完成） 

步驟 6. TCL 所 有 路 由 器 均 符 合 IPv6 標 準，

TCISL 完成新硬體設備採購（2010 年

7 月完成）

步驟 7. 安裝新硬體設備（2010 年 9 月完成）

步驟 8. 新硬體設備測試（2010 年 11 月完成）

步驟 9. TCL 進行 TCISL 試點測試（2010 年 11

月完成）

圖五、Jio 的 IPv6 部署關鍵部分是 3 萬多名員工測試自己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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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 適 用 於 零 售 寬 頻 業 務 的 IPv6 連 接 

（2010 年 12 月完成）

2. Bharti Airtel 公司

Bharti AirtelIPv6 導入時程如下：

步驟 1. APNIC 的 IPv6 池分配（已完成） 

步驟 2. 採購資訊設備強制要求支援 IPv6 功能 

（2009-2010 年完成） 

步驟 3. IP 骨幹網 IPv6 位址規劃（已啟動） 

步驟 4. 與國際運營商的 IPv6 對等連接 ( 已完

成 ) 

步驟 5. 測試 / 示範用於 IPv6 的服務設施 ( 已

建置 ) 

步驟 6. IPv6VPN 服務的端到端測試 ( 已完成 ) 

步驟 7. 網路、服務和支持基礎設施的 IPv6 導

入評估（2010 第二季 -2011 年完成）

步驟 8. 通過軟體升級來支援現有路由器上的

IPv6 ( 已完成 )

步驟 9. Live 客戶委託示範 ( 廠商委託已完成 )

步驟 10. IPv6 的 DNS 部署（One Server）委託 

( 廠商委託已完成 )

3 . MTNL 公司

MTNL 公司 IPv6 網路導入時程如下：

步驟 1. 採購具有 IPv6 功能的電腦設備與網路

設備 ( 立即完成 ) 

步驟 2. 

（i） 從 APNIC 分配 IPv6 地址塊

（ii） 列出支援 IPv6 和不支援 IPv6 的設備與

系統清單 

（iii） 遷 移 網 路 gateway 和 NiXI 連 接（2010

年 12 月完成 ) 

步驟 3.  ISP 遷移設置（2011 年 12 月完成） 

步驟 4.  接入網路 / 客戶設備的遷移 ( 完成日期

根據採購週期和產品生命週期所需 ) 

4. Sify 公司

1. 該公司是印度 IPv6 技術及測試和部署的先

驅服務業者；

2. 有雙服務（IPv4/IPv6）兼容的網路端點服

務， 支 持 MPLS 的 NGN 內 核 提 供 IPv6 與

IPv4 封包傳輸；

3. 以雙服務（IPv4/IPv6）兼容的網路端點服務

優勢，Sify 可以提供企業客戶 IPv6 VPN 和

Internet 轉接服務；

4. Sify 公司是 6Bone IPv6 IXP 的一部分，所有

分配到的 IPv6 位址都已經通過 6Bone 通告

給公共網路；

5. Sify 公司已將 http://sify.com 部署為印度第一

個雙服務（IPv4/IPv6）商業內容入口網站。

Sify 公司是 6Choice 計畫中唯一的私人 ISP

成員，此計畫為印度與歐洲合作促進 IPv6 採用

的計畫，公司經常資助行業中對發展 IPv6 的實

驗或開發案例研究。

5. Hathway 電纜和資料通信公司（Hathway 

Cable and Datacom Limited）

Hathway 公司 IPv6 導入時程下：

步驟 1. 採購具有 IPv6 功能的網路設備 ( 立即 ) 

步驟 2. 核心基礎架構具有 IPv6 兼容能力 ( 已

完成 ) 

步驟 3. 資料中心進行 IPv6 轉換 ( 已啟動 ) 

步驟 4. 配置 IPv6 系統（2010 年 6 月完成） 

步驟 5. CPE 設備支援 IPv6（至少 95％） ( 已

完成 ) 

步驟 6. APNIC完成IPv6位址區塊分配 (已完成) 

6. Ortel 通信公司（Ortel Communications 

Ltd.）

其 IPv6 導入時程如下：

階段一：（2010 年 3 月完成）

1.  採購支援 IPv6 的 DOCSIS 3.0 CMTS 系統

2.  從 APNIC 獲取 IPv6 地址

3.  採購 IPv4 / IPv6 雙服務核心路由器

4.  採購 DOCSIS 3.0 調製解調器

5.  採用 DHCP、TFTP 和 DNS 與 IPv4/IPv6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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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控制器

階段二：（2010 年 7 月完成）

1. 將現有的 CISCO 路由器升級到 IPv4/IPv6 雙

服務操作

2. 將 DOCSIS 2.0 解調器（Modem）升級支援

IPv6

3. 採購更多 DOCSIS 3.0 調製解調器。

階段三：（2010 年 10 月完成）

階段四：（2010 年 12 月完成）

7. Dishnet 無線通信公司（Dishnet Wireless 

Ltd.）

Dishnet 的 IPv6 導入時程如下：

步驟 1. APNIC 的 IPv6 池分配 ( 已完成 ) 

步驟 2. 完成與 NIXI 的 IPv6 對等連線測試 ( 已

完成 ) 

步驟 3. 設備採購規劃 ( 已完成 ) 

步驟 4. 路由器和 IOS 的驗證 ( 已完成 ) 

步驟 5. 執行 IPv6 試點服務測試（2010 年 4

月完成） 

步驟 6. 實施 IPv6 DNS 設定與導入（2010 年 5

月完成）

步驟 7. 安裝 IPv6 服務器的主機服務（2010

年 6 月完成） 

步驟 8. 採購支援 IPv6 的網路設備（2010 年 8

月完成） 

步驟 9. IPv6 與全球服務提供商的對等連線 

（2010 年 9 月完成）

步驟 10. IPv6 簡介教育訓練（2010 年 9 月完

成） 

步驟 11. IPv6 IP分配策略（2010年10月完成）

步驟 12. IPv6 服務提供（2010 年 11 月完成） 

步驟 13. IPv6 測試階段（2010 年 11 月完成） 

步驟 14. 啟動 IPv6 服務（2010 年 12 月完成） 

8. HCL Infinet 股份有限公司（HCL Infinet 

Ltd）

HCL 的 IPv6 導入時程如下：

階段一： 實現 IPv6 核心（2010 年 7 月 15 日

完成）

階段二： 在內部網絡實現 IPv6 服務（2010 年

7 月 30 日完成）

階段三： 在客戶端實施 IPv6（2010 年 10 月

31 日完成）

9. 光電電信股份有限公司（Beam Telecom Pvt 

Ltd.）

公司 IPv6 導入時程如下：

（1） 確保所有的網路核心、邊緣和接入設備

在兩年內要陸續可以支援 IPv6。

（2） 根據業務需要在適當時候導入 IPv6。

但公司內部已經訂定了一個過渡計劃，

而且不斷討論審查，其中包括如何設定

IPv6 網絡，如何更新所需的「whois」記

錄以協助各單位。

（3） 導入 IPv6 過程將從用於遠程管理各運作

設備的「管理網路」開始進行 IPv6 移轉

升級。 

（4） 待管理網路 IPv6 移轉升級穩定後，就開

始分配 IPv6 位址給請求 IP 位址的客戶，

讓其使用 DHCPv6 Discover 封包。

（5） 同 時 將 自 己 的 內 部 網 路 移 轉 升 級 到

IPv6，以便用戶熟悉相同的網路環境。

（6） 在後續階段，公司將企業和託管客戶的

網路移轉升級到 IPv6。

（7） 在上述過程中，組織將實作所需網路元

素來支持 IPv6 移轉升級的過渡階段。

（8） 組織理解不需要設定 IPv6 移轉升級的目

標和日期，但努力和同樣地區其他網路

一起移轉升級。

10. 西孟加拉電子工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West Bengal Electron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WEBEL）

WEBEL 是 連 接 到「A 類 」ISP 的 B 類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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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導入 IPv6 是根據客戶要求，從這些「A

類」ISP 的 Webel ISP 來獲取 IPv6 IP。因為公

司的核心設備與 IPv6 兼容，所以已經可以實

現 IPv6 地址。但這些 A 類的 ISP 需要先實施

IPv6，並在移轉升級或試點前先指導 Webel ISP

升級。

11. 鬱金香電訊股份有限公司（Tulip Telecom 

Ltd）

公司 IPv6 網路導入時程如下：

階段1 - 啟用IPv6邊緣，準備好dns測試 (期間：

2 個月 )

 建立接取網路的 IPv6 網路，這個階段

涉及建立 IPv6 及其通過 IPv4 網路與

IPv6 互聯網的連接。

階段 2 - 啟用 Ipv6 核心（包括測試）。( 期間：

6-8 個月 )

 這個階段包括將核心 IP 網路轉換為支

持 IPv6 和 IPv4 雙服務。

階段 3 - 啟用訪問。( 期間：1 個月 )

 這個階段包括將核心 IP 網路轉換為具

有 IPv6 接取網絡和 IPv6 和 IPv4 雙服

務。

階段 4 - 階段 3 在結束之時，IPv6 和 IPv4 雙服

務的接取網路節點將被替換為只提供

IPv6 服務的節點。

結語

印度 IPv6 的推動主要著力點是政府部門和

ISP 產業的推動，學術網路沒有太突出的表示。

而 ISP 產業中以 Reliance Jio Infocomm 行動通

信公司為首，於 2016 年 9 月就率先推出首款

4G（LTE）行動通信商業服務，以全 IPv6 行動

網路導入印度，是歷史上最快衝上百萬用戶的

網路供應商，也成功讓印度在 2017 年進步至

全球第二名。

 
ISP

IPv6 
tests 

count

1. Reliance Jio Infocomm Ltd 1,363

2. Rjil Internet 184

3. Tata Teleservices Limited Isp 
Division

94

4. Google-corp-apac 74

5. Hutchvas 63

6. Bharti 55

7. 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 46

8. Jetway Networks Private Limited 35

9. Hurricane Electric 34

10. Arsh012 30

11. 2406:b400:f1::/48 24

12. Tata Teleservices (Maharashtra) 
Limited

23

13. Reliance-communications 22

14. Set R4G TRAIL 21

15. Gazon Communications India 
Limited

20

16. Bharti Airtel 19

17. Idea Cellular Limited 16

18. Qualcomm 15

19. Nicnet 15

20. 2400:3380::/32 15

21. Hathway IP over Cable Internet 
Access

13

22. ExcellMedia Pvt Ltd 12

23. BSNL Internet 12

24. 2404 Bbnl 10

25. MTNL Delhi 9

印度排名前 25 名的 IPv6 網路服務供應商
（2017 年 10 月）
參考網址：http://ipv6-test.com/stats/country/IN

印度



日本政府在因應IPv4位址發罄及推動IPv6網路相對於各國是較為積極的，

日本網路資訊中心 (JPNIC) 早在 2007 年就針對 IPv4 枯竭議題，成立了

IPv6 移轉研究團隊，並於 2008 年發表研究報告說明如何因應 IPv4 枯竭現

況，及相關團體必須採取之行動。2009 年並公佈了「i-Japan2015 戰略」，

訂定發展方向為：電子政府、電子地方自治體、推動醫療和健康與教育的

電子化等目標，從以上政策與工作目標規劃，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推動 IPv6

之積極度。

除了政府動作積極之外，產業對此也熱衷參與，目前日本各家網路服務提

供者（ISP）雖然已開始開放用戶申請 IPv6 高速連線服務，但成長只能用

一般速度來形容，舉例來說，日本的 IPv6 使用比例（IPv6 capabilities）

在過去兩年中徘徊在 16% 左右，主要原因在於大多數 ISP 用戶仍然使用

IPv4 而不是 IPv6。直到 2017 年 1 月的 JANOG 39，日本三大主要行動服

務營運商 NTT、KDDI 和 Softbank 在會議上宣示『終於確定了！將以 IPv6

提供給智慧型手機，一般認為此舉將開啟加速 IPv6 的實際擴張速度。

從蒐集到的相關資料，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本 IPv6 網路的發展，以及網路

環境與使用需求成長，從 2016 年至 2021 年支援 IPv6 能力固定設備將會

是 IPv6 使用成長最多的裝置，主要原因就是因應未來物聯網與多元網路

應用使用需求，這也是各國發展 IPv6 的最大共識。

日本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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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網 際 網 路 版 本 6（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是下一代網際網路協定，它被設計

用來替代當前網際網路 IPv4，IPv4 自 1982 年

以來一直被使用，目前已進入位址空間發罄之

最後階段。日本電信公司 NTT 宣布自己是世界

上第一個在 2000 年 3 月開始提供 IPv6 服務的

網路服務提供者（ISP），根據 Google 的統計，

日本 IPv6 使用率（Adoption）於 2017 年 12 月

7 日達 18.09% [1]。

政府推動方面

全球的 IPv6 部署日益增多，擁有超過 900

萬個域名，23% 的網路都在廣播 IPv6 連接。

Google 報導，已有 37 個國家的流量超過 5%，

每週再增加一個國家。Akamai 報告則指出 IPv6

流量超過 15% 的有 7 個國家。在日本，三大

移動網絡 NTT、KDDI 和 Softbank 今年都在部署

IPv6，而在印度，Reliance JIO 的部署也推動了

該國 IPv6 流量超過 20%。IPv4 Market Group 表

示，預計到 2019 年，全球 IPv6 用戶占比將超

過 50%，而 IPv4 地址市場則開始下降 [13]。

每個策略的可能影響都是未知的，雖然回

想起來，我們可以說 NAT 已經將 IPv4 互聯網

的使用壽命延長了至少二十年，儘管這樣做

並不能防止最終的地址空間耗盡。IPv6 由 Bob 

Hinden 和 Steve Deering 在 1998 年共同提出。

相關工作如開發 DHCPv6（用於主機配置）、

AAAA DNS 資源記錄（將 IPv6 地址映射到名

稱）、修改 TCP 和 UDP 偽報頭及其他相關重

日本 IPv6 發展介紹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蘇暉凱

要的變化，以及 OpenBSD 的 Kame IPv6 堆棧的

開發及在 Linux、MacOS、Windows 和其他常見

操作系統中的實現，將在未來十年迅速發展。

ICANN 在 2006 年批准了 IPv6 前綴分配政策，

2007 年，日本國家網絡信息中心（JPNIC）發

布了一份報告，指出了 IPv4 徑流和 IPv6 部署

的行業預測具有數學和經濟意義，並呼籲採取

行動。到 2009 年，已有 300 多名 ARIN 成員

獲得了 IPv6 前綴的測試和早期部署。互聯網號

碼分配機構（IANA）於 2011 年 1 月用盡 IPv4

地址空間，亞太地區的 RIR（APNIC）在兩個

月後也用完了，目前已有五個（ARIN、RIPE 

NCC、APNIC、LACNIC 和 AfriNIC）的 RIR 都用

盡了 IPv4 地址空間，並保留了僅供新市場參與

者使用的空間 [13]。

日本政府在因應 IPv4 位址發罄及推動

IPv6 網路相對於各國是較為積極的，日本網

路資訊中心（Jap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JPNIC） 於 2007 年 針 對 IPv4 枯 竭 議 題 成 立

了 IPv6 移轉研究團隊（Study Group on Internet 

Smooth Transition to IPv6），並且於 2008 年 6

月發表研究報告，詳細說明如何因應 IPv4 枯竭

現況，不同利益相關團體必須採取之行動。

日本政府並於 2008 年 9 月 5 日即結合

產、官、學各界合作成立 Task Force on IPv4 

Address Exhaustion, Japan，共同以 2012 年為全

面完成 IPv6 移轉為目標，整合各界資源進行移

轉準備。該工作小組於 2009 年 2 月提出各項

典型的行動建議，供網路電信業者參考。接著

在 2010 年 10 月由產、官、學、研合作，跨部

 日本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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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立 IPv4 枯竭因應任務編組 Exhaustion Task 

Force 亦發佈行動計畫（Action Plan），目標為

所有日本的 ISP/ICP 最遲將於 2012 年第二季完

成 IPv6 建置。

日本政府早於 2009 年公佈了 2011 年到

2015 年的新中長期資通訊政策「i-Japan2015

戰略」。日本政府的 i-Japan 政策發展方向為：

電子政府、電子地方自治體、推動醫療和健

康與教育的電子化等目標；i-Japan 規劃將於

2013 年完成日本國民的「國民個人電子文件

盒」，這個電子文件盒主要的目的是要讓日本

國民可以管理自己所屬的資訊資料，並透過網

路來完成各項手續辦理與管理等工作 [3]。從

以上政策與工作目標規劃，可以看出日本政府

推動 IPv6 之積極度。

ISP 服務方面

有線寬頻服務

日本各家網路服務提供者（ISP）已開始開

放用戶申請 IPv6 高速連線服務，比較特別的

是 Japan Network Enabler Corporation（JPNE）

網 路 漫 遊 連 結 服 務。Japan Network Enabler 

Corporation 成立於 2010 年 8 月 30 日，資本額

20 億日幣，營業項目以網路服務提供為主，另

外也提供網路漫遊業務 [4]。

JPNE 提供 4 種網路漫遊連線服務，(1) V6 

Plus (IPv6 IPoE + IPv4 over IPv6)、(2) V6 Plus 

(固定IP服務)、(3) IPv6 Internet連接 （IPoE）、

(4) IPv4 Internet 連接 (IPv4 PPPoE)。

(1) V6 Plus （IPv6 IPoE + IPv4 over IPv6）

V6 Plus （IPv6 IPoE + IPv4 over IPv6）是

提供客戶一種網路連接服務，用戶可以直接

使用 NTT 東西次世代網路 (NGN) 連接 IPv6 和

IPv4 網路漫遊服務 [5]。

如圖一，這項服務是 IPv4 與 IPv6 網際網

路連接的雙協定漫遊服務，用戶可以直接以

IPoE（IP over Ehernet）方式，透過 NTT 東西次

世代網路（NGN）連接至 JPNE，NTT 東西次世

代網路（NGN）核心網路以 IPv6 為主，用戶端

資料會透過 IPv6 IPoE + IPv4 over IPv6 技術傳

送至 JPNE，JPNE 再導向至不同 ISP 網路，IPv4

封 包 會 透 過 JPNE Border Relay（BR） 導 向 至

IPv4 ISP網路，IPv6封包則直接導向IPv6網路。

一般傳統 IPv4 PPPoE 方式連接光纖網路，

最高速度會被限制在 200Mbps 或 100Mbps，但

V6 Plusk 連線方式可以達到 1Gbps 速度。如圖 

二，V6 Plus 用戶最多可以支援 IPv6 1Gbps 與

IPv4 1Gbps 連線速度。

如圖三，傳統 IPv4 PPPoE 方式連接光纖網

路，用戶端與 ISP 端必須有相對應網路設定，

日本

圖一、V6 Plus (IPv6 IPoE + IPv4 over IPv6) 服務架構圖 [5]

圖二、IPv6 與 IPv4 網路分流架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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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V6 Plus 可以簡化用戶端與 ISP 端網路設備與

相關設定，用戶可以直接使用 IPoE 高速連接

IPv4 與 IPv6 網路。

(2) V6 Plus ( 固定 IP 服務 )

V6 Plus ( 固定 IP 服務 ) 是提供客戶一種

固定 IP 網路連接服務，用戶可以直接使用 NTT

東西次世代網路（NGN）連接 IPv6 和 IPv4 網

路漫遊服務 [6]。

這項服務是 IPv4 與 IPv6 網際網路連接

的雙協定漫遊服務，服務架構與圖一 V6 Plus 

（IPv6 IPoE + IPv4 over IPv6）一樣，用戶可

以直接以 IPoE （IP over Ehernet）方式，透過

NTT 東西次世代網路（NGN）連接至 JPNE，再

分流至不同協定 ISP 網路。

(3) IPv6 Internet 連接（IPoE）

IPv6 Internet 連接（IPoE）是提供客戶一種

IPv6 網路連接服務，如圖四，用戶端在不更改

傳統 IPv4 網際網路連線情況下，增加 IPv6 相

關設備與設定，以 IPoE 方式連接至 JPNE IPv6

網路。用戶端可以同時使用 IPv4 與 IPv6 雙協

定網路連線服務 [7]。

(4) IPv4 Internet 連接（IPv4 PPPoE）

IPv4 Internet 連接（IPoE）是提供客戶一

種 IPv4 網路連接漫遊服務，如圖五，JPNE 可

以 協 助 用 戶 端 進 行 IPv4 Internet 連 接（IPv4 

PPPoE）代理服務，將用戶端連線導向 IPv4 ISP

網路，未來也可以方便用戶升級 IPv6 網路服務

或其他連線服務 [8]。

 

從 ipv6-test.com 統計資料中，我們可以觀

察到在日本，JPNE 用戶使用 IPv6 連線測試排

序前二名 [9]，在用戶 IPv6 上網比例佔多數，

因此可以了解 JPNE 在 IPv6 上網服務具有多

數使用族群。除此之外，JPNE V6 Plus（IPv6 

IPoE + IPv4 over IPv6）最高可以提供 1Gbps

（IPv6）+ 1Gbps（IPv4）之連線速度，這些多

元網路連線服務值得未來國內發展高速 IPv6 聯

網服務參考。

行動網路服務

日本的 IPv6 使用比例（IPv6 capabilities）

在過去兩年中徘徊在 16% 左右 [10]，但是

大多數 ISP 用戶仍然使用 IPv4 而不是 IPv6。

2017 年 1 月的 JANOG 39，日本三大主要行動

服務營運商 NTT、KDDI 和 Softbank [11] 在會

圖三、V6 Plus 與傳統 IPv4 (PPPoE) 連線方式比較圖 [5]

圖 五 、IPv4 Internet 連接（IPv4 PPPoE） [8]

圖四、IPv6 Internet 連接（IPo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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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上宣稱「終於確定了！ IPv6 將提供給智慧

型手機（Finally fixed! IPv6 will be offered to 

smartphones）」，三家主要營運商的代表表示，

他們將在 2017 年開始，向智慧型手機用戶提

供 IPv6 功能。

雖然 NTT 宣布將在 2017 年夏天開始提供

IPv6，然而 NTT Docomo 的官方 Twitter 帳號最

近發布的 Twitter 訊息，宣布將於 2017 年 4 月

起開始提供 IPv6[12]。KDDI 表示，他們將在

2017上半年準備IPv6服務；2017下半年開始，

將主動提供用戶智慧型手機 IPv6 連線服務，

用戶不需要額外申請。自 2016 年 6 月以來，

Softbank 已經開始向一些智慧型手機用戶提供

IPv6，這似乎對日本 IPv6 用量產生了一些影

響。如圖六所示，可以看出 Softbank IPv6 用量

（藍線）的增長與日本整體 IPv6 用量（黃線）

的增長關聯。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正積極在推動

IPv6 行動網路服務使用，除了在一般有線寬頻

網路推動外，並且以行動網路服務之智慧型手

機用戶為主要導入族群。從日本與印度的推動

經驗來看，經由各大行動服務營運商將智慧型

手機用戶連結 IPv6 連線服務後，確實可以直接

提高該國家整體 IPv6 用量。行動服務營運商也

有規劃主動提供用戶智慧型手機 IPv6 連線服

務，用戶不需要額外申請；一般智慧型手機用

戶在成功導入 IPv6 連線服務後，用戶並不會立

即感受到已經在使用 IPv6 服務。然而，這些國

家的推動策略，對於未來大量行動用戶與物聯

網面臨 IPv4 位址不足、網路互連、網路傳輸

效益…等議題，是可以提供一個正面的參考案

例，值得持續關注。

使用者方面

從 CISCO 資料來看 [14] 日本網路使用分

析與趨勢如圖七所示，日本網路人口數將從

2016 年 84%，提升到 2021 年的 89%。每人

使用設備與連線數從 2016 年 6.3 個，提升至

2021 年的 11.4 個設備與連線數。而上網均

速從 2016 年的 67.4Mbps，提升到 2021 年的

103.8Mbps，至於日本每人每月平均使用流量，

也將從 2016 年的 34.9GB，提升到 2021 年的

112.5GB。

從日本IPv6使用趨勢，可以發現以下3點：

1. 在日本，2016 年有 2.18 億個支援 IPv6 能

力的固定和移動設備，2021 年將會增加至

7.267 億個設備，年複合增長率（CAGR）為

27%。

日本

圖六、Softbank IPv6 用量與日本整體 IPv6 用量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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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2. 2016 年 所 有 固 定 和 移 動 網 路 設 備 中 的

27.2% 支 援 IPv6， 到 2021 年 將 提 升 至

51.3% 支援 IPv6。

3. 2016 年有 9850 萬台支援 IPv6 能力固定設

備，2021 年 將 會 增 加 至 4.83 億 台； 另，

2016 年有 1.195 億台支援 IPv6 能力的行動

設備，將於 2021 年增加至 2.473 億台。

從 CISCO 發布的資料，我們可以觀察到日

本 IPv6 網路的發展，以及網路環境與使用需求

成長，從 2016 年至 2021 年支援 IPv6 能力固

定設備將會是 IPv6 使用成長最多的裝置，因應

未來物聯網與多元網路應用使用需求。

特殊應用方面

智慧電網應用

東京電力公司（Tepco）是日本最大的電力

公司，也是世界第四大電力公司。該公用事業

為日本關東地區 4500 萬人提供電力服務，包

括東京市，山梨縣和靜岡縣的東部地區 [15]。

根 據 DIGITIMES 報 導， 東 京 電 力 公 司

（Tepco）委託瑞士電表廠商 Landis+Gyr 架設

的智慧電網，是目前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公用事

業物聯網工程。東京電力公司執行副總 Hiroshi 

Yamaguchi 表示，這項電網工程預定於 2020 年

完工 [15]。

Landis+Gyr 是一家跨國公司，在 30 多個

國家擁有 45 家公司，總部設在瑞士的祖格，

專注於處理能源管理的計量和其他技術。

2011 年，Landis+Gyr 被日本東芝公司以 23 億

美元收購。Landis+Gyr 成立於 1896 年，最初

被 稱 為 Electrotechnisches Institut Theiler and 

Company。1905 年， 在 海 因 里 希 ‧ 蘭 迪 斯

（Heinrich Landis）和卡爾海因里希‧吉爾（Karl 

Heinrich Gyr）之後更名為 Landis&Gyr，後者是

Richard Theiler 創始人。Landis+Gyr 一直在為世

界各地的能源公司設計製造一系列用於電、熱

和天然氣的計量產品，以及相關系統和服務。

1924 年，Landis+Gyr 通過在紐約和澳大利亞開

設第一個海外辦事處後，開始全球擴張 [15]。

根據 Smart Cities World 報導，負責架設東

京電力公司智慧電網工程的 Landis+Gyr，目前

已完成 1,000 萬套智慧電表與裝置的安裝，被

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聯網（IoT）公用事業網

路。當電網部署完成後，將涵蓋超過 2,700 萬

套電表以及其他物聯網裝置。Landis+Gyr 表示，

這項電網工程不論是部署範圍或是速度，都是

公用事業前所未見 [19] [20]。

這套電網系統使用了 Landis+Gyr 的 IPv6 多

重技術網路，並透過 RF Mesh、G3 PLC，以及

蜂巢式網路通訊技術所提供的 Wi-SUN 連線，

連結公用事業及消費者裝置 [15]。雖然該電網

系統經過多種有線與無線異質通訊網路技術，

圖七、日本網路連線預測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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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透過 IPv6 網路技術可以達到大量智慧電表與

裝置完整互連，並且避免 IP 位址不足問題。

目前，該智慧電網每天在設備之間讀取

5.13 億次數，並且往每天 13 億個封包量邁進。

所有的資料都由 Landis+Gyr 的頭端系統和儀表

數據管理解決方案進行處理。Landis+Gyr 首席

執行長理查德‧莫拉（Richard Mora）表示：「該

項目的規模、設計要求和這一部署的總體目標

在行業中是前所未有的。路由和管理這種大量

數據確實有很大挑戰，但我們已經能夠滿足部

署目標，並能提前完成。」[15]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本東京電

力公司（Tepco）積極投入智慧電網建置，大量

佈建智慧電表與相關裝置，並且以 IPv6 網路技

術作為物聯網網路互連基礎，在該大型物聯網

公用事業網下，提供端點對端點之異質網路連

線，同時也解決大型物聯網所遭遇之網路位址

不足問題，由此案例可以看到 IPv6 在物聯網應

用服務之需求性。

物聯網應用

日 本 前 三 大 行 動 通 訊 電 信 公 司 NTT 

Docomo、KDDI 和 SoftBank Group 將在 2018 年

推出「物聯網」服務，為企業提升競爭。所提

供的 IoT 物聯網連線速度可能無法與智慧型手

機數據服務相比，智慧型手機數據連線速度將

是 IoT 無線速度的好幾百倍；但是，通訊費用

比一般智慧型手機數據，一個月將便宜數千日

元或幾十美元 [16]。

物聯網裝置未來也將更為節能，兩顆 AA

電池可以讓物聯網裝置運作十多年。傳感器和

發射器的晶片和其他較小的裝置，將具有自己

的微型電池，或是可以從其他連接之設備獲得

持續電力。

三家運營商將升級目前的網路軟體，並於

2018 年初開始提供日本全國的物聯網服務。京

瓷通信系統（Kyocera Communication Systems）

已於 2017 年二月份，在日本部分地區推出自

己的 IoT 電信業務，採用的是法國 Sigfox 的技

術，每年費用以 100 日元起算。大型行動通訊

電信公司雖然目前尚未建立自己的費用表，但

預計將與京瓷通訊的費率差不多。

使用一般行動通訊數據服務進行物聯網應

用，對於低數據共享數據之 IoT 應用來說成本

非常高昂。因此，為這些 IoT 應用需求量身設

計之行動通訊，將更有利於 IoT 通訊服務與應

用服務獲利，未來將會受到 IoT 應用服務廣泛

採用。

近年來，日本常常有新物聯網應用服務報

導，例如工程機械製造商小松正在推出一個通

過測量設備狀況優化施工現場的系統，還有許

多其他企業也計劃將物聯網用於物流和管理工

廠生產；水利和天然氣公司正在通過通信設備

實現儀表讀數的自動化，以降低成本並應對人

員短缺，停車場、自動售貨機和包裹運送服務

的運營商也在考慮利用 IoT 進行業務。日本海

運界三大業者，日本郵船（NYK）、商船三井

（MOL）、川崎汽船（KLINE）於 2017 年 7 月

1 日成立合資公司，合併貨櫃業務，於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營運，未來將在貨櫃輪與貨

櫃上引進物聯網與雲端資料分析，希望藉此創

造全新的貨櫃與貨運事業模式 [17]。

對於這些多元 IoT 應用服務不段推陳出

新，無處不在的連接和控制是物聯網的基本要

素與主張，在設備與設備之間，以及我們想要

控制的工作任務之間的通信，如何提供無縫的

通訊連結，物聯網的挑戰變得越來越廣泛和

複雜。根據 2017 年的思科行動視覺網路指數

（Visual Networking Index，VNI），到 2021 年

將有近 120 億台全球行動連接設備和機器到機

器（M2M）連接。從全球來看，行動網路將在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間支持約 40 億個新的行

動連接設備和連接 [18]。但是，只有即時訊息、

安全傳輸才能滿足使用者與物聯網各種應用變

化。這種未來應用趨勢，讓 IPv6 將在新一代通

訊協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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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Google 日本 IPv6 Adoption 趨勢圖 [1]

圖九、日本 IPv6 Prefixes 分配與使用趨勢圖 [30]

圖八、日本使用者 IPv6 使用比例趨勢圖 [30]

圖十一、日本 IPv6 用量成長曲線 [1]

日本 IPv6 使用統計分析

1.1. CISCO 6lab 統計說明

根據 CISCO 6lab 的統計資料，如圖八，我

們可以觀察到在 2017 年 1 月至 8 月期間，日

本使用者 IPv6 使用比例從 14% 提升至 19%，

在半年期間提升約 5%。圖九表示日本 IPv6 

Prefixes 分配與使用趨勢，黑色曲線為日本

IPv6 Prefixes 分配數量，淺藍色曲線為日本可

路由之 IPv6 Prefixes 數量，綠色曲線為日本使

用中（存活中）之 IPv6 Prefixes 數量。從圖九

趨勢圖，我們可以觀察到 2017 年 1 月至 8 月

期間，IPv6 Prefixes 分配數量、可路由數量與

使用中數量成長緩和，因此與圖八交叉比對，

我們可以發現到日本已佈建之 IPv6 網路，使用

者已有大量成長之趨勢。

根據 Google 的統計資料，如圖十，我們可

以觀察在 2017 年 1 月至 8 月期間，日本 IPv6 

Adoption 從 15% 增加至 20%，半年間成長約

5%，Google 的統計資料與 CISCO 6lab 的統計

資料數據雖然不完全相等，但成長趨勢是一致

且吻合的。

 

1.2. APNIC 統計說明

2017 年對日本 IPv6 發展與推動是重要

的 一 年， 依 據 APNIC 統 計， 日 本 IPv6 使 用

比 例 於 2017 年 10 月 達 到 歷 史 最 高 26.78% 

[10]，如圖十一，觀察主要 ISP 包括 OCN NTT 

Communications、Softbank BB 及 KDDI 的 IPv6

使用比例都有大幅成長。

日本的 IPv6 使用比例（IPv6 capabilities）

在過去兩年中徘徊在 16% 左右 [10]，但是大

多數 ISP 用戶仍然使用 IPv4 而不是 IPv6。雖

然 NTT 宣布將在 2017 年夏天開始提供 IPv6，

然而 NTT Docomo 的官方 Twitter 帳號最近發

布的 Twitter 訊息，宣布將於 2017 年 4 月起

開始提供 IPv6 [12]。從圖十二可以觀察到，

NTT 在 2016 年 7 月以前 IPv6 使用比例都低

於 5%，平均皆低於日本全國整體 IPv6 使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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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然而，於 2017 年 4 月起，NTT IPv6 使用

比例快速成長至 26%，雖然之後 8 月有下降至

12.11%，但於 2017 年 10 月又成長至 24.77%

達歷史新高，NTT IPv6 使用比例已接近日本全

國整體 IPv6 使用比例。

自 2016 年 6 月以來，Softbank 已經開始

向一些智慧型手機用戶提供 IPv6，這似乎對日

本 IPv6 使用比例產生了一些影響。如圖十三

所示，Softbank 在 IPv6 的推動較為積極，IPv6

使用比例幾乎都高於日本全國整體 IPv6 使用

比 例。 並 且， 從 2016 年 4 月，IPv6 使 用 比

例持續成長，一直到 2017 年 4 月達歷史新高

45.43%，雖然後續 IPv6 使用比例有下降，但

10 月之 IPv6 使用比例仍具有 38.06%。

KDDI 表示，他們將在 2017 上半年準備

IPv6 服務；2017 下半年開始，將主動提供用

戶智慧型手機 IPv6 連線服務，用戶不需要額外

申請。從圖十四可以發現，KDDI 在 IPv6 的推

動上非常積極，從 2014 年開始 IPv6 使用比例

即高於 20%，並且持續高於日本全國整體 IPv6

使用比例。KDDI IPv6 使用比例於 2017 年 10

月達歷史新高 61.44%。

 

1.3. IPv6-test.com 統計說明

IPv6-test.com 網站連線檢測系統蒐集的

資料 [3]，是用戶端使用者主動連線到 http:// 

IPv6-test.com 進行連線檢測所蒐集之數據。

圖十五顯示日本所有連接測試的 IPv6 支持與

IPv4 的發展情況，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幾乎所有

用戶端都有支援 IPv4，但 2017 年支援 IPv6 得

用戶端有明顯增加。

如果以單一 IPv4 位址僅計數一次來看，如

圖十六所示，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地區支援 IPv4

又支援 IPv6 的使用者比例，已接近 IPv4 使用

者的 50% 比例，且在 2017 年比例成長速度

有明顯增加。雖然比例不高，但比起一些正在

發展 IPv6 服務的國家來說，已排名在前 5 名 

[25]。

 

日本

圖十四、日本全國整體與 KDDI IPv6 使用比例成長曲線圖 ( 藍線：KDDI，
黃線：日本全國整體 )[23]

圖十三、日本全國整體與 Softbank IPv6 使用比例成長曲線圖（藍線：
Softbank，黃線：日本全國整體）[22]

圖十二、日本全國整體與NTT IPv6使用比例成長曲線圖（藍線：NTT，黃線：
日本全國整體）[21]

圖十五、日本地區測試連線中 IPv6 與 IPv4 支援率 ( 所有測試連線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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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IPv6-test.com 的 統 計 資 料， 如 表 一，

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本的網路服務業者（ISP）

非常多，並且使用者也已經實際使用於一般上

網環境中。除了一般我們常見的 Jpne（Japan 

Network Enabler corporation）、Bbix、Ocn、

Sbb, Jap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等 ISP 之

外，在日本也可以看到有許多使用者是使用

Mf-transix-e 或 Mf-transix-w 之 IPv6 IPoE 連 接

（transix）服務連上 IPv6 網路 [26]。

IPv6 IPoE 連接（transix）服務有別於傳統

使用 PPPoE 連接網路，IPv6 IPoE 連接服務是

一種介於使用者與 ISP 業者網路存取之間的一

種服務，ISP 可以在不重新設計網路結構的狀

況下，提供終端用戶 IPv6 網路服務，這種服務

提供者可以稱為 IPv6 連接服務業者。因此，

用戶端可以直接使用 IPv6 IPoE 連接到 IPv6 連

接服務業者提供之 IPv6 網路，然而對於使用

IPv4 來說，IPv6 連接服務業者則透過 IPv4 over 

IPv6 連接到 IPv4 ISP。 

除了 IPv6 IPoE 連接服務外，日本一般 ISP

業者也會提供 IPv6 與 IPv4 多元連線服務，用

戶可根據需求選擇，例如 Jpne 有提供 (1) IPv6 

IPoE + IPv4 over IPv6、(2) IPv6 IPoE、(3) IPv4 

PPPoE 三種網路連線服務（http://www.jpne.co.jp/

service/）。

從圖十七我們可以了解，日本地區用 IPv6

位址之型態包含 Native IPv6、6to4 與 Teredo

三種，6to4 與 Teredo 轉接 IPv6 網路服務的使

用比例正逐年下降，目前使用者以 Native IPv6

佔大多數。

l Native IPv6（原生 IPv6）[27] 表示使用者是

在一般支援 IPv6 之區域網路環境連上 IPv6

網路，其中也包含 IPv4 與 IPv6 Dual Stack

網路環境。

l 6to4 一種轉送機制 [28]，為了能夠使 6to4

網路能夠與原生 IPv6 網路之間溝通，必須

建立一個特定的轉送伺服器；RFC 6343 規

範了 6to4 網路的建置方式。這個機制提出

的主要目的，是當成暫時的過渡機制，等到

IPv6 網路完全建置之後可能就會消失。

l Teredo 是一個 IPv6 轉換機制 [29]，它可為

執行在 IPv4 網路但沒有 IPv6 網路原生連

線的 IPv6 主機提供完全的連通性。與其他

的類似協定不同，它可以在網路位址轉換

（NAT） 裝 置。Teredo 是 一 種 臨 時 措 施。

圖十六、日本地區測試連線中 IPv6 與 IPv4 支援比例 ( 支援 IPv4 中支援
IPv6 之比例 )

表一、支援 IPv6 之網路服務提供者清單（ISP）（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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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RFC 4380 規範了 Teredo IPv6 轉換機制。在

長遠的未來，所有 IPv6 主機都應該使用原

生的 IPv6 連線。

綜合以上資料，我們可以了解到日本地區

有許多規模大小不等之網路服務業者（ISP），

其中大部分皆已支援 IPv6 網路服務。從統計資

料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本大部分用戶端都是直接

使用 Native IPv6（原生 IPv6）方式上網，因此

日本各 ISP 業者都是直接導入 Native IPv6 網路

存取連線服務，並非採用臨時性之解決方案。

除此之外，日本 IPv6 使用比例在 2017 年具

有明顯增加趨勢，並且在日本延伸出一種 IPv6 

IPoE 連接（transix）服務，提供使用者同時連

結 IPv6 網路與 IPv4 網路一種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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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 IPv4 通訊協定位址可用數量即將核發完畢，韓國政府與民間企業

很早就致力於全面升級具充沛資源之 IPv6 通訊協定，主要是在 2004 年，

並由前資訊通訊部和通訊委員會共擬推出的IPv6移轉計劃做為政策指引，

不過初期階段發展緩慢，雖然網路基礎建設升級率高達 92%，但 IPv6 使

用率即使到了2013年卻仍然僅有使用人口的0.01%。直到2014年改推「以

行動裝置為中心 mobile-centric」的 IPv6 推廣策略，才扭轉整個情況。

根據 APNIC 統計，2017 年韓國取得的 IPv6 位址（/32）有 5,251 個，世

界排名第十；網路骨幹上的設備超過 94% 已升級為 IPv6；用戶終端設備

也有 80% 以上支援 IPv6；公部門網路設備，在 2010 年已有超過 60% 的

設備同時支援 IPv4 和 IPv6；行動電話服務方面，2013 年開始使用 IPv6

的 4G 行動電話語音服務 VoLTE；而中小企業網路設備如交換器、路由器

等，大約有七成有 IPv6 Ready 認證標章；至於使用者設備方面，個人電腦

超過八成，行動裝置超過六成支援 IPv6。

韓國與泰國的 IPv6 發展略有部分脈絡相似，皆有以都市計畫來導引技術

發展的作法，例如 2014 年提出的「IPv6 服務商業化元年」白皮書，以松

島國際城市為仁川自由經濟區內較為知名區域建設智慧城市，在街道、建

築物架設感測器，監測溫度、路況等所有訊息，讓城市有效運轉。

南韓因為政府的支持，讓整體 IPv6 升級能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展現輝

煌的成果，包括寬頻網路普及率 2017 年全球第一，保持連續 13 季平均

網速高於全球，非常值得我國借鏡。

南韓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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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韓為因應 IPv4 通訊協定位址可用數量

即將核發完畢狀況，其政府與民間企業皆致力

於全面升級具充沛資源之 IPv6 通訊協定，政

府方面由前資訊通訊部（Ministry of ICT）和南

韓國通訊委員會（KCC）於 2004 年擬定 IPv6

移轉計劃，之後又於 2007 年和 2010 年修改

與擴展移轉計畫，因此南韓政府與民間企業至

2010年底其骨幹網路之基礎建設完成升級率高

達 92%，公眾網路升級率亦達 60%，至 2013

年底其用戶端網路升級率也達到了 65%，儘管

如此，在 2013 年底 IPv6 使用率卻僅有使用人

口的 0.01% [1, 2]，因此，南韓前資訊通訊部

（現已改組為資通訊與前瞻策劃部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 Future Planning， MSIP）對 IPv6

移轉計畫建立一套策略地圖，意圖將所有的有

線網路和行動網路整體升級，以期因應快速成

長的網路服務需求，特別是提供基於網路的新

創經濟（Creative Economy）、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s）等服務能夠有順暢的執行環

境。最後，由於南韓於 2014 年持續推動以行

動裝置為中心（mobile-centric）的 IPv6 推廣

策略，使得南韓全國整體的寬頻網路普及率居

2017 年全球首位，而且保持連續 13 季平均網

速高於全球。南韓網際網路發展局（KISA）指

出，2017 年將加快南韓採用無限制的 IPv6 位

址為發展全球網路服務的新策略，因此，2017

年下半年 KISA 與有線和無線運營商合作，確

定在有線和無線通信領域導入 IPv6，新的 IPV6

應用計畫總預算約十億韓元，將用於支持開發

南韓推動 IPv6 的發展與現況
 ◎ 亞洲大學／陳興忠

商與營運商開發 IPv6 通信的應用程序或 Web

服務，以擴大 IPv6 的利用率。

以下將敘述南韓政府推動 IPv6 的前導計劃

與現況，以及與國際 IPv6 推廣比較；以及南韓

ISP 服務推動 IPv6 的現況；再來會介紹南韓使

用者 IPv6 的應用與使用經驗；接著會描述南韓

物聯網的 IPv6 佈局；再來就是南韓在 WI-FI 導

入 IPV6 的現況以及導入後帶來的優勢及實際

案例；最後作一總結。

壹、南韓政府 IPv6 前導計劃與現況

2004-2007 IPv6 前導計劃

南 韓 國 際 資 訊 信 息 社 會 局（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NIA） 早 在 2004

年至 2007 年間就執行了一項 IPv6 的前導計

畫，建立了 IPv6 服務提供網路、IPv6 門戶、

6KANet 和 6NGIX，每個系統都有 IPv6 早期使

用者的基本功能，並提供與世界其他可用 IPv6

服務供應商的商業連接。根據了解該計畫內容

的 Hyong Soon Kim [11] 指出，該研究計畫共

分成四種範圍，第一個子計畫是 IPv6 前導計

畫 KOREAv6，主要目的是實現 20 萬的 IPv6 用

戶，和製造大量 IPv6 內容，並透過入口網站

提供相關服務項目，也包含入口網站定期使用

之服務。南韓政府為了在 2008 年擴大專案也

多方嘗試和調整 IPv6 主要服務模式，像是提供

IPv6 的公共機構行政管理服務。第二個子計畫

是 IPv6 服務的運作和改進，例如以 NIA 管理經

營 IPv6 網路（6NGII、6KANet），目的為使國

內相關網路更有效率，亦建議 IPv6 入口網站

南韓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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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 IPv6 發展經驗。第三個子計畫目的在支

持下一代網路的決策 [11]。南韓支持訊息通信

部透過運行和管理 IPv6 內容推動會議和 IPv6 

相關事件的處理政策。最後一項是 IPv6 部署提

升研究及政策報告，整體而言，此前導計畫目

的就是進行 IPv6 趨勢研究以及改善 IPv6 基礎

的 USN 容量。

1. IPv6 前導計畫（KOREAv6）

 2007 年 NIA 針對五種服務進行了一項研

究，包括 IPV6 UCC 門戶服務、改善未來環境

的 IPV6 基礎公共安全服務、韓國大邱 VoIPv6

的 u 型管理基礎編制 IPV6 前導計畫、IPv6 基

礎 u-Blue CITY 實踐及前導服務和 U-CITY 的前

導服務 [11]。第一個 IPv6 UCC 入口服務計畫

屬於前導計畫，提供一般用戶像是 IPV6-based 

UCC、電子信箱、公佈欄、搜尋、個人網頁以

及 IPv6 系統發展和 UCC 製造工具，此前導計

畫有助於結合 IPv6 UCC 的使用者，是一個有

40,000 用戶的熱門項目。

另外，IPv6 基礎公共安全服務及未來環

境變化計畫，則是透過基礎有線無線網路的連

接，提供 3G 行動視頻和 VOIP 電話即時犯罪逮

捕服務，還搭配 IPv6 網路臉部識別功能。因

為 IPv6 具有大量網址的優勢，警察機關能夠創

造一個可以保護人民安全的服務，主要工具是

透過 3G 行動視訊電話在全國各地大量佈建的

即時影像網路攝影機。而在大邱的 VOIPv6 的

u-Administration 服務，則是一個提供 IPv6 為

基礎的網路電話服務，大邱市政府藉由 IPv6 網

路來提供 VoIP 服務，該服務內容不僅可以語音

通話，還可以使用電話本、來電顯示、簡訊等

[11]。

至 於 IPv6-based u-Blue City 子 計 畫 則 是

要提供 Kyungpo-dae IPv6 無線網路服務，並

與 Kangneung 產生複合式管理服務，例如利用

IPv6 無線網狀網路來發展災難預防和天氣資

訊服務。IPv6-based u-City 在七個地點建造了

IPv6 網路，提供 IPv6 無線網路上網服務、導

覽服務等，而在光州地區也提供 IPv6 的遠端控

制管理服務，類似像「農業體驗」的監控服務、

長者照顧，還有透過 IPv6 建造用網路攝影機

和感測器網路去管理牲畜的功能。'u-Blue city

成功的實踐了做為 IPv6-based u-City 前導服務

的價值，使用 IP-USN 技術並將 IPv6 和 USN 當

作 KOREN 的中樞，因為這些服務，激發出更多

的 IPv6 使用（連接 178 個機構、超過 24 萬個

IPv6 使用者），能夠提供 143 台設備給 IPv6 

定期使用 [11]。

2. IPv6 網路服務操作與改進

該計畫執行後，NIA 就啟動了 IPv6 下一代

網路交換節點（6NGIX：IPv6 下一代網際網路

交換）和 IPv6 用戶網路（6KANet：IPv6 Korea 

Advanced Network）。依照 1S09001：2000 規

範要求，NIA 每天 24 小時運行這些網路，一年

365 天不間斷，到 2007 年時，其網路可用率

達到了 99.97％，此外，NIA 也提供 IPv6 體驗

（KIESv6），讓人們有機會體驗 IPv6 的門戶服

務（www.vsix.net）或其他各類服務，總計有 7

萬多人使用 IPv6 門戶服務，以及 558 人訪問

IPv6 的體驗領域。

3. 下一代網路的決策

NIA 在 2007 年 11 月舉辦了 IPv6 戰略會

議，支持啟動 IPv6 調查。其實早在 2007 年 5

月的科技部長會議上，NIA 就提出了 IPv6 啟動

議題，並教育其他部門 IPv6 的必要性，再者

就是對地方自治實體負責人進行了 7 次教育培

訓，協助養成 IPv6 專家。另外也通過各種活

動，例如在全球 IPv6 高峰會、u-infra 整合等會

議上展示IPv6產品，為2,593人提供新的訊息。

南韓在 2007 年 7 月訪問了一些產業領導廠

商（ 例 如 KT、LG Dacom、SK Telecom、KTF、

Samsung Electronics、 以 及 Modah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等），聽取他們的意見並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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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考慮，也舉辦前導計畫研討會，收集 IPv6 推廣

狀況和問題，最後確認與多國合作推動的 IPv6

政策，像是在 2007 年 1 月，南韓在中國海南

舉辦的韓中日 NGI 戰略會議上確認了合作體

系，3 月時，南韓在 APRICOT 上公佈了韓國的

IPv6 推廣 [11]。

一、前導計劃後至 2011 年的成果

根據韓國電信研究院（2011 年）報告 [7]

指出，在南韓前導計劃實施後，2011 年為止

其 IPv6 相關統計（ETRI Report，韓國網路統計

資訊）如下： 

1. 網路服務供應商 :

(1) 網路服務供應商骨幹網路：IPv6 網路設備

升級高達 70.7%。

(2) 網路服務供應商用戶網路：IPv6 網路設備

升級只有 27.7%。

2. 公共部門 : 

(1) 政府採購 IPv6 相關網路設備規格會訂定於

政府採購指南中；

(2) 公務部門轉移到 IPv6 的設備高達 47%。

3. 網路設備供應商 : 

(1) 為 骨 幹 網 提 供 IPv6 的 IPv4/IPv6 雙 協 定

（Dual Stack）設備；

(2) 本國開發小型用戶網路設備如中型交換機

和數據機。

4. 其他 :

(1) 網路購物中心和用戶組織轉移到 IPv6 的比

例很少，甚至低於 3%。南韓 IPv6 轉移計

劃從 2010 年 9 月 15 號開始，由 KCC 公告

執行，其目的為處理 IPv4 協定 IP 不足問題

及建構物聯網。

(2) ISP 在主幹網的準備：2011 年為 77％，

2013 年為 100％；

(3) IPv6 韓國製造使用的 IPv6 設備：2011 年

為 20％，2013 年為 100％。

根據韓國電信研究院（2011 年）報告中不

難發現，南韓政府公共部門的支持是成功的主

要因素。因此，其寬頻網路普及率在 2017 年

是全球第一，並保持高於全球平均網速連續 13

季 [8]。依照第 8 屆全球內容傳遞網路（CDN）

中 Akamai 公司 2017 年第一季網路現狀報告資

料顯示，韓國網路均速為 28.6Mbps，排名世界

第 1 [8]。

二、 韓國 IPv6 現況（2004 - 2017 年）與未來

發展（2018 - 2022 年）

韓國 IPv6 發展大致可以分成兩階段：擴展

期（2004 - 2017 年）與成熟期（2018 - 2022

年）[1-3]。擴展期主要是完成 IPv6 基礎架構

和網路服務的升級，成熟期主要是實現所有網

路環境百分之百是 IPv6，且擴展商用服務。擴

展期的 IPv6 移轉計畫又可分成三個階段 [1]：

1. 準備階段（2004 - 2007 年）：

建立 IPv6 位址分配的基礎計畫，尋找最合

適的移轉技術和符合規範的網路設備，並將移

轉技術標準化。移轉技術包括 IPv4/IPv6 連接

閘道器、中小型路由器、VPN 設備、網路管理

伺服器、入侵防禦系統（IPS）等；而網路技術

標準化則包括 IPv6 位址管理系統、IPv4/IPv6

轉換方法與介接技術、行動網路 IPv6 的支援

等。

2. 測試階段（2008 - 2010 年）：

針對公眾網段和研究機構網路升級提出的

測試計畫。包括制定公部門或管理機構資訊系

統移轉的測試指南，訂定預算與基金操作和執

行準則，以授權機構採購或更新設備。擬定出

來的測試計畫則提供地方政府與研究機構，以

便其在網路基礎架構上執行測試有線 / 無線骨

幹網路、網站、IPTV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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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入階段（2011 - 2013 年）：

實現商用 IPv6 服務骨幹，並提供中小企

業技術支援。例如財團和政府的合作支援高速

IPv6 網際網路服務、行動網路通訊和學術網

路，並協助資源較缺乏的中小企業導入 IPv6 環

境，像是提供技術諮詢和技術人員訓練。

4. 各種服務與創新應用階段（2014 年～）：

從 2014 年起迄今，南韓政府訂定政策並

提供支援，鼓勵持續升級，以提高的 IPv6 普及

率，並且發展有線 / 無線網路和 4G 行動網路

上基於 IPv6 的各種服務與創新應用，提高網際

網路速度，實現網站 IPv6 商用服務，建立基於

IPv6 的物聯網（IoT）環境。

根據APNIC統計 [4]，到2017年2月為止，

韓國取得的 IPv6 位址 (/32) 有 5,251 個，世界

排名第十，美國有 42,943 個，中國有 21,202

個，日本有 9,416 個。網路骨幹上的設備超過

94% 已升級為 IPv6，用戶終端設備也已超過

80% 升級為 IPv6 [5]。至於公部門網路設備，

在 2010 年已有超過 60% 的設備同時支援 IPv4

和 IPv6。行動電話服務方面，2013 年開始使

用 IPv6 的 4G 行動電話語音服務（Voice over 

Long-Term Evolution， 縮 寫 VoLTE）[2]。 而 中

小企業的網路設備部分如交換器、路由器等，

大約有七成有 IPv6 Ready 認證標章，不過滿足

IPv6 資訊安全規範的產品卻只有 15% 而已。

至於使用者設備方面，個人電腦超過八成，行

動裝置超過六成支援 IPv6 [3]。

就全球角度來看，從 2011 年宣告 IPv4 即

將短缺後，IPv6 需求量和流量便逐年迅速遞

增，Google 統計 2015 年使用 IPv6 的流量僅佔

10%，預測到 2018 年將會增加到 50% [6]。

南韓企業為了移轉到 IPv6 環境，勢必得再投注

不少成本於硬體和軟體的升級更新，因此很多

南韓企業意願不高，這也是 IPv6 升級遲緩的原

因之一。公部門雖然在硬體上已經強制更新設

備，但在網站上的 IPv6 服務升級仍然延遲。

南韓移轉計畫的前期階段，主要著重在硬

體設備的升級，接著轉移重點到網站服務的升

級，特別是行動網路商用服務的升級。例如南

韓網路多媒體服務需求日增，導入 IPv6 後也可

支援數位內容傳輸網路 CDN（Contents Delivery 

Network）的網站服務，因此鼓勵開發新的商用

服務模式，創造服務價值，以吸引更多的投資

進來。當然，現在還需要更多 IPv6 移轉成功

的案例和經驗豐富的專家，才能刺激企業升級

的意願，政府更需要以減稅或補助的方式鼓勵

企業加速更新設備，以及提供專業支援來協助

解決技術問題，其中，韓國網路安全部門 KISA

（Korea Internet Security Agency）負責偵測和

統計使用 IPv6 的網站和流量，也提供完整的

IPv6 支援系統和客製化的 IPv6 導入指南，未

來會投入更多資源來發展 IPv6 環境所需的資訊

安全技術，促進南韓資訊安全產業的發展。

三、韓國網路發展局全球網路服務策略

韓國網路發展局（KISA）指出，2017 年

起，以加快採用無限制的網路 IPv6 位址為發展

全球網路服務的新策略，所以從 2017 年下半

年開始與有線和無線運營商合作，確定都會導

入 IPv6，而為了支持 IPv6 計劃之開發成本，

計劃 2017 年引入 10 億韓元預算，並擴大利用

率 [10]。

KISA 所提出的 IPV6 應用計畫，最後獲得

6 個網路服務開發與運營商的支持，總預算約

十億韓元，該計畫經費將用於協助開發商與

營運商開發 IPv6 通信的應用程序或 Web 服務

[10]。

四、南韓與國際 IPv6 推廣狀況的比較

國 際 組 織 網 路 協 會（Internet Society， 

ISOC）於 2012 年 6 月 1 日宣佈「國際 IPv6 啟

動日」正式起始 IPv6 的商用服務，包括 Google

在內有 3,100 個企業加入。國際非營利組織

IPv6 Forum 早在 2003 年即開始對全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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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規範的設備授予「IPv6 Ready」的金質標

章認證，到 2016 年 11 月底全球獲得金質標章

認證的 1,562 項產品中有 66 項是韓國的產品。

網路工程任務組（IETF）也從 2013 年開始尋

求 IPv4 與 IPv6 交換技術，並希望建立一套國

際標準。目前國際上個人電腦和行動裝置通用

的作業系統都已支援 IPv6。截至 2017 年 2 月

底止的全球重要國家 IPv6 支援程度統計表如表

一，南韓排名全球第 54 名、南韓 IP 人口數為

50,636,122，網路使用人數則為 43,395,156、

IPv6 用戶比為 1.01%，其他國際重要狀況摘要

如下：

l 在美國，IPv6 已經成為行動網路的主流通訊

協定，2016 年 8 月美國前四大行動網路業

者存取主要內容提供業者的 IPv6 流量已超

過 50%；

l 在歐洲，歐盟於 2011 年投入超過六百萬歐

元在各層面推廣 IPv6，以及實現安全又有效

率的政府電子化服務；

l 在日本， 2002 年即以減稅和補助的方式，

鼓勵網路設備供應商和企業用戶轉移到 IPv6

設備，在 2012 年完成全國 IPv6 移轉，至

2013 年已有超過 54% 的 IPS 業者提供 IPv6

商用服務；

l 在中國，2013 年啟動區域性的 IPv6 升級測

試，2015 年開始 IPv6 商業化；

l 在印度，2013 年所有提供 LTE 服務的行動

網路業者已都是 IPv6 服務，2014 年所有

的有線網路業者也已提供 IPv6 服務，預計

2017 年底所有政府部門將轉換為 IPv6 的使

用環境。

貳、南韓 ISP 推動 IPv6 的現況

韓國電信研究院 (2011 年 ) 報告指出（韓

國網路統計資訊【 ETRI Report】）[7]，南韓初

期於 2011 年網路服務供應商（ISP）推動 IPv6

的佈屬如下：

1. 網路服務供應商骨幹網路：IPv6 網路設備升

級高達 70.7%。

2. 網路服務供應商用戶網路 ：IPv6 網路設備

排名 國家 人口數 網際網路使用人數 IPv6 用戶比率

1 比利時 11,419,206 10,105,997 56.56%

2 德國 80,651,955 70,973,720 41.23%

3 瑞士 8,428,533 7,349,680 34.85%

4 希臘 10,902,016 7,064,506 33.76%

5 美國 325,667,429 288,215,674 33.20%

8 英國 65,374,127 60,536,441 25.12%

10 日本 126,140,589 114,914,076 19.64%

12 法國 64,846,049 56,026,986 18.59%

14 加拿大 36,509,746 32,311,125 17.90%

20 澳洲 24,527,850 20,873,200 14.14%

37 新加坡 5,754,390 4,747,371 4.19%

42 泰國 68,245,856 29,140,980 3.07%

54 南韓 50,636,122 43,395,156 1.01%

63 中國 1,386,208,939 723,601,066 0.32%

65 台灣 23,399,883 19,655,901 0.26%

70 印尼 262,507,048 53,551,437 0.17%

表一、全球重要國家 IPv6 支援程度統計表（截至 2017 年 2 月底止）

（資料來源：APNI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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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只有 27.7%。

3. 網路服務供應商（ISP）在主幹網的準備：

2011 年為 77％，2013 年為 100％；

由於 IPv6 從啟動到 2014 年為止各種推

廣遲緩，所以南韓於 2014 年再提出以行動裝

置為中心（mobile-centric）的 IPv6 推廣新策

略。而根據 2014 年南韓創新科學部（Ministry 

of Creation and Science）的報告顯示，南韓直

到 2014 年，除了訊息保護相關設備之外，大

部分地區都要實現 IPv4 升級至 IPv4/IPv6 Dual 

Stack 的雙 IP 位址模式以及具有 IPv6 [9]。根據

全球內容傳輸網路（CDN）提供商於 2014 年 1

月份的統計資料，南韓 ISP 的 IPv6 使用率排名

第 36，如圖一 [9]，換言之，南韓政府的 IPv6

推廣策略沒有按計劃實現 [9]。

因此，韓國網際網路安全局（KISA）將改

進用到 2014 年為止的 IPv6 推廣策略，首先將

改向支持行動全球服務，主要原因是希望在第

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透過使用 IPv6 的搶占策

略來提高其使用率，亦即透過支援大量行動裝

置 IPv6 位址的先發制人策略，來提高 IPv6 的

使用率為此，KISA 計劃為行動服務提供商給予

總計 10 億韓元的 IPv6 實施計畫 [9]。

參、南韓使用者 IPv6 應用與使用經驗

因為南韓於 2014 年持續推動以行動裝置

為中心（mobile-centric）的 IPv6 推廣新策略，

使得南韓寬頻網路普及率急速竄升，韓國是唯

一平均網際網路速度超過 25 Mbps 的國家，其

次是挪威（23.5 Mbps）、瑞典（22.5 Mbps）

和香港（21.9 Mbps）。2017 年世界網際網路

平均存取速度排名 [8]，如圖二所示。

韓國的寬頻網路普及率分別為 4Mbps 佔

98 ％、10Mbps 佔 85 ％、15Mbps 佔 69 ％ 和

25Mbps 佔 40％，位居世界第一 [8]。相對於

全球網際網路平均速度為 7.2 Mbps，季增率

為 2.3％，年增長率為 15％。全球寬頻網路針

對 4Mbps、10Mbps、15Mbps、以及 25Mbps 的

普及率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13％、29％、

33％和 42％。此報告的編輯 David Belsson [8] 

指出，「隨著網路平均速度和寬頻網路普及率

的提高，我們已經能夠提供幾年前我們想像不

到的訊務流量」。Akamai 網路使用狀態報告也

利用從全球 Akamai Intelligent Platforms 收集的

訊息資料，每季提供有關網路相關趨勢和安全

漏洞的訊息，例如網路攻擊流量、網路採用率

和行動互連狀況。

最後，由於韓國寬頻網路的普及，NIA 也

對國家政策和技術協助進行研究，例如 IPv6

趨勢報告 [11] 中業務的用戶滿意度調查，有

96％的用戶表示滿意 [11]。作為 NGI 基礎設

施計畫與 IPv6 實驗計畫的結果，IPv6 UCC 和

Video 112 等服務將大大促進普通用戶使用

IPv6 的頻率，此外，實驗計畫所制定的系統骨

幹網路也可用於公共領域的 IPv6 轉移計畫 [5]。

圖一、Global IPv6 usage by country (data = KISA, Amakai, 
Google，2014/01) [9]

圖二、2017 年世界網際網路平均存取速度排名 [8]

南韓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85

NIA 還研究了 IPv6 的 USN 改進結果，將之

作為 IPv6 論壇的標準，並提出「公共機構網路

電話互聯應用的 VoIPv6 參考模型二」，甚至

在研究韓國 IPv6 趨勢和公共機構 IPv6 的現狀

之後，獲得了 IP 智財，包括一項專利和十篇論

文，亦將研究成果以報告形式發表（十篇），

作為宣傳 IPv6 的參考。Hyong Soon Kim [11] 指

出，相關計畫成功引入 IPv6 並促進 u-IT839 戰

略所需的基礎設施，透過建立 ALL-IP 環境來支

撐 u-KOREA 未來的建設，因為一旦取得豐富的

IPv6 位址，將大大幫助代理商、ISP 創建 IPTV

和 WiBro 等各種服務。此外，有競爭力的網路

設備（例如 IPv6 家庭 / 小型 VoIP 設備和主機、

行動路由器等）也可以透過前導計畫的驗證後

在市場上交易。據估計，早期在韓國推出 IPv6

電器，其網路家電市場規模將達11.5兆，因此，

它有助於網路家電業的培育。

肆、南韓物聯網 IPv6 的佈局

隨著物聯網（IoTs）的發展，預計將帶來

許多巨量資訊處理與應用，南韓電子通信研究

院（ETRI） 於 2014 年 4 月 15 日 宣 布，IPv6

的 IoTs 的作業系統 Nano Qplus 成功獲得 IPv6

論壇的 IPv6 Ready 認證標誌，可以滿足了 IPv6

第二階段核心強大的測試要求，獲得 IPv6 論壇

認證的 Nano Qplus 是全球第三個 IoTs 作業系

統，這個由韓國研究人員開發的區域作業系統

（OS）受到業界高度關注，因為它可以在物聯

網設備對設備（Device-to-Device，D2D）通信

產品中發揮重要作用。

Nano Qplus 是一種使用超小型和低功率消

耗的微處理器進行設備對設備產品的通信區

域作業系統，通過 450 個相容性和互通性測

試，所以成功取得 IPv6 Ready 標誌認證（IPv6-

Ready Gold Logo certification）， 這 些 測 試 旨

在展示 IPv6 現在可以有許多使用的應用，提

高用戶對 IPv6 的信心。Nano Qplus 認證意味

它可以與 IPv6 核心路由器、DHCPv6 服務器和

Microsoft 的 Windows 作業系統相互通信，也適

用於設備對設備通信 [12]。目前為止，在支持

IPv6 的作業系統中，只有 Contiki 和 Tiny OS 的

Phynet 通過認證，但開發人員更新這兩個 open 

soures 平台的步伐卻不一致。相比之下，Nano 

Qplus 得到廣泛認可，具有競爭優勢，主要歸

功於發展三年來的持續更新和技術支援。家用

電器中的常規作業系統所需記憶體大約為幾個

Megabytes，但 open source 的 Nano Qplus 只需

約 50 Kilobytes 的記憶體 [12]，因此，在產品

中若使用 Nano Qplus，除了能能提高產品性能

之外，還可以省下一些記憶體的成本。

Nano Qplus 的製造技術目前已經技轉給當

地的自動抄表公司和無線晶片供應商，也有部

分用於移動運營商和物流公司。電子與電訊研

究所（ETRI）正計劃導入照明、淨化、供暖和

冷氣的空調系統，以人工智慧的方式管理建築

物 [12]，該研究院 SW-SoC 融合研究部研究員

金孫泰（Kim Sun-Tae）表示：「我們透過認

證為商業化 IoTs 服務奠定了良好基礎。未來

還計劃提供一個軟體平台提供具有安全功能的

IoTs，計畫在一年內獲得 ZigBee IP 黃金單元認

證，去支持 IPv6 無線協議。」

南 韓 ETRI 的 Nano Qplus 是 IPv6 論 壇 認

證的全球第三個 IoTs 作業系統，是多線程

（multi-threaded），輕量級的感測器網路作業

系統，其關鍵設計目標之一就是保持盡可能小

的學習曲線，讓程式設計新手能夠快速建立原

型化無線感測器網路應用。雖然 IoTs 設備的

應用部分使用系統 API 與 Nano OS 進行互動，

但 OS 也由硬體抽象層組成，以處理與 IoTs 設

備的硬體部分的相互運作 [12]。總之，Nano 

Qplus 受到業界的高度關注，可以在物聯網中

設備對設備通信產品中發揮極其重要的影響。

伍、其他

南韓 WI-FI 導入 IPV6 現況

為因應 IPv4 位址可用數量即將核發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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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政府在 2006 起開始逐步在公共設施上進

行升級，以無線網路來說，自 2006 到 2016

年之間，設備建設已達全國，可見韓國在發展

科技資訊的用心和決心，韓國希望藉由無線網

路的普及，提供很多資訊給城市居民，例如交

通監控、火災偵測及資訊、環境安全管理監控

等服務，目前韓國政府網路設備最大承包商為

思科，它已針對所有韓國公共設備進行 IPv6 計

畫性升級，而一般家用設備則是 LG、Samsung

為大宗品牌 [13]，由於部分無線設備使用已達

70%，所以 IP 數一直明顯不足，導致需要大

量 IP 連線的監視設備或安全設備無法補足，所

以自 2008 年起陸續導入 IPv6 設備，因此過去

IPv4IP 不足問題已慢慢消失，目前韓國所有的

無線設備內部都已有 IPv6 設定，甚至手機也有

IPv6 機制，以下介紹韓國在 WI-FI 導入 IPV6

的優點及案例。

南韓政府為落實 2014 年提出的「IPv6 服

務商業化元年」白皮書所提及的商業化，便以

松島國際城市為仁川自由經濟區內較為知名區

域，落實全區網路城市、網路政府、網路辦公

室、網路家庭及網路旅遊之理念，即將資訊化

城市概念落實於都市計畫，建設智慧城市，在

建設初期就在街道、建築物架設感測器與光纖

寬頻網路，監測溫度、路況等所有訊息，讓城

市可以有效運轉，並針對問題迅速回應 [14]。

2014 年完成青羅地區，2016 年完成松島及

永宗地區交通監控、火災偵測及資訊、環境安

全管理監控等任務，包括 24 小時全天候監看

掌握城市運作，且可配合室外高速 4G 及室內

Wi-Fi 無線通訊服務，提供在本區活動的民眾，

只要有授權能接取無線網路，接收到除了治安

警政以外的交通影像、火災偵測、環境偵測資

訊等免費服務。政府主要利用各類設施收集城

市內各類資訊，24 小時監控城市交通、防災、

犯罪預防、環境管理等，然後透過無線網路提

供民眾各類城市生活資訊，主要功能如下（圖

三 [14]）：

1. U-traffic：收集交通訊息、因應道路突發事

件、提供大眾運輸訊息、監控交通違規，維

持區內道路通行順暢。

2. U-prevention of crimes：透過區域內各角落

的監視系統，監管城市治安狀況，倘發生任

何維安狀況可立即因應。

3. U-facility control：城市各項基礎設施如路

燈、水電，皆能配合實際情況調節。

4. U-prevention of disasters：城市內民眾可透過

火災及安全監控設備受到保護。

5. U-environment：隨時監控城市環境概況，如

氣溫、天候、潮汐等。

6. Info provision to citizens：政府部門所提供

的各種服務與各類訊息，都能透過系統平台

提供民眾知悉。

陸、結論

由於韓國寬頻網路的普及，加上 NIA 針對

國家政策和技術仔細研究，所以韓國在政府不

斷的推動下，將其國內網路環境升級至 IPv6，

提早因應了 IPv4 數量短缺的問題，更進一步

提升了南韓國內網路和行動網路的各種創新與

應用服務。南韓自 2004 年起，至今已大致完

成 IPv6 的基礎環境和國內大部分設備的銜接問

題，還在持續推動創新應用中，例如：物聯網、

遠距醫療、智慧家庭與車載資通訊等應用，以

期提供人民便利的生活環境、提高產業績效，

圖三、IFEZ U-City 系統平台服務功能 [14]

南韓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87

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因為南韓政府的支持，

使得南韓前導計畫順利完成並於 2014 年接續

推動以行動裝置為中心（mobile-centric）的

IPv6 推廣新策略，讓整體 IPv6 升級能量在世

界上名列前茅，展現輝煌的成果，包括寬頻網

路普及率 2017 年全球第一，保持連續 13 季平

均網速高於全球 [2]，非常值得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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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政府早在 2004 年起就開始有計畫性地推動 IPv6 建置，先後成立

了推動與發展 IPv6 的相關機構，例如成立研究中心、培訓 IPv6 專業人才，

並將 IPv6 建置納入國家發展建設重點項目之一。首先由能源、水務及通

訊部（KTAK）成立了國家 IPv6 委員會，用以啟動 IPv6 推動計畫，隔年

2005 年又在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成立了國家先進 IPv6 卓越中心（NAv6）來

驅動 IPv6 人才升級，

根據 google、APNIC 和 Akamai 所做的 IPv6 採用調查數據統計，目前在亞

太地區國家，馬來西亞 IPv6 連線數排名第三，僅次於日本和印度。馬來西

亞政府善於引用海外資源來協助國內經建發展，例如與中國雲宏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備忘錄，在賽城設立亞洲大數據中心；與澳洲 Barrington

集團、北京豐瑞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備忘錄，在未來 5 年內設立

區域金融科技樞紐，提供行動支付、智慧銀行及大數據分析等服務。

不難發現馬來西亞政府透過結合上述的大型資通訊計畫「多媒體超級走

廊」的推動，讓布城、賽城及依斯干達特區成為智慧城市發展的同時，藉

由建置智慧保全、智慧政務、智慧醫療、智慧交通等應用，來大舉推升馬

來西亞 IPv6 的使用率。

其他像是馬來西亞主要幾家網路服務業者如：馬來西亞電訊公司、Webe，

以及其他相關組織如國家先進 IPv6 卓越中心、馬來西亞微電子系統研究

院等單位，也在馬來西亞推進 IPv6 的路上扮演重要角色，才讓馬來西亞

IPv6 發展有今天的成績。

亞洲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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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因 IPv4 位址的枯竭，加上五大區域

網際網路註冊管理機構（RIR）只剩主管非洲的

AFRINIC 尚未配發完畢 IPv4 位址，讓 IPv6 的

推動開始被各國重視，而馬來西亞，這個位於

東南亞地區，由 13 個州所組成的聯邦國家，

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而加快腳步。事實上，馬來

西亞政府早在 2004 年起就開始有計畫性地推

動 IPv6 建置，並成立研究中心、培訓 IPv6 專

業人才，並將 IPv6 建置納入國家發展建設重點

項目之一，待 IPv6 基礎建設完成後，就可協助

馬來西亞國內物聯網及智慧城市等等計畫的發

展。

目前馬來西亞的 IPv6 可用率約在 19% 左

右。接下來將分別從政府推動、ISP 服務、學

術網路、使用者、特殊應用等面向，介紹馬來

西亞如何推動 IPv6 的建置計畫。

馬來西亞 IPv6 發展狀況簡介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陳永昇、陳慧姿

政府推動方面

馬來西亞全國人口數超過 3100 萬，從

1990 年代末期開始，政府就推動一系列科技

創新計劃，希望將原本以農為主的產業，轉型

為高科技產業，其中資訊科技產業就是馬國政

府重點之一。而過程中，馬來西亞政府很有遠

見的意識到未來網路興盛的時代裡，現今所

用的 IPv4 會讓 IP 數量嚴重短缺，因此考慮到

未來長遠的網路發展，推動新一代的網路技術

─ IPv6 勢在必行，所以從 2004 年起，馬來西

亞政府先後成立了推動與發展 IPv6 的相關機

構，首先由能源、水務及通訊部（Ministry of 

Energy, Water and Communications, KTAK）成立

了國家 IPv6 委員會，啟動 IPv6 推動計畫，隔

年 2005 年又在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成立了國家

先 進 IPv6 卓 越 中 心（National Advanced IPv6 

圖一、MyICMS 886 政策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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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Centre of Excellence, NAv6），這中心現在成為

馬來西亞國內 IPv6 頂尖人才培訓、網路專家諮

詢及馬來西亞 IPv6 的領導先驅。

在 2006 年 1 月馬來西亞政府的能源、

水務及通訊部與通訊與多媒體委員會公布了

「MyICMS 886」政策規劃，訂定從 2006 年開

始至 2010 年止，將重點著眼於改善民眾生活

品質及在馬來西亞產業及全球競爭力提升上，

並扮演整體環境的催化劑角色，支援既有的

ICT 基礎建設及服務，且每 2 年檢視工作進度。

在 MyICMS 886 中規劃了 8 項創新服務、8 項

基礎建設及 6 項成長領域，期望替馬來西亞民

眾與企業帶來最大的綜效。在「MyICMS 886」

政策中，IPv6 就被定為 8 項基礎建設之一，由

此可見馬來西亞對於 IPv6 發展的重視。

此外，馬來西亞政府另外還推動一個 IPv6

先導計畫（Pilot Project），該計畫將 IPv6 相

關部門整合進同一個工作團隊，目標是完成國

家 IPv6 委員會的願景─於 2010 年完成 IPv6-

enabled（ 後 來 修 訂 到 2015 年 ）、 於 2008

年完成政府部門網路 IPv6-Ready（後來修訂

到 2011 年），並由國家先進 IPv6 卓越中心

（NAv6） 擔 任 IPv6 團 隊 顧 問， 帶 領 其 他 成

員一同執行這項計畫，另外也選定兩個政府

單位一同參與，分別是能源、水務及通訊部

（KTAK）與馬來西亞行政現代化和管理規劃單

位（MAMPU）作為政府部門的網路 IPv6-Ready

示範建置對象。在這項 IPv6 先導計畫中，最主

要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具有 IPv6 連線能力的網路

環境，所謂「基本 IPv6 連線能力」指的是讓所

有設備可在 dual-stack（IPv4 and IPv6）模式下

進行資料傳輸與路由（transport and route），

並且可同時進行 IPv4 與 IPv6 這兩種協定的運

作。先導計畫包含 8 大領域，包含網路基礎建

設、位址規劃、信息安全、過度機制、標準、

訓練、測試與過渡成本。

執 行 團 隊 在 進 行 能 源、 水 務 及 通 訊 部

（KTAK）的網路更換過程中，為了讓所有設備

皆可在 dual-stack 模式下運作，並確保所有網

路設定從純 IPv4 轉換成 dual-stack 模式不會出

現任何故障或安全問題，他們將整個 IPv4 轉換

到 dual-stack 過程分成四階段逐步實施，分別

為隔離佈署、擴充基礎設備、產品安裝與啟用

與商業服務（Web & DNS）等四階段。此外，

也規畫設計出 6 個機關內部進行 IPv4 轉換到

dual-stack 主要的實施步驟，首先要先定義出組

織骨幹網路與區域網路的設備架構，而其中最

具挑戰性的地方為中心區域骨幹網路的部分。

接著確認每一組設備對 IPv6 連線能力的等級，

再來制定出 dual-stack 模式和 IPv4 轉換到 IPv6

的風險評估，然後根據需求決定升級或是購買

新的網路設備，務必使每一台設備都具有基本

IPv6 運作能力，再將這些設備分別在機關的骨

幹網路與區域網路內進行 IPv6 路由、IPv6 傳

輸及 IPv4 與 IPv6 雙協定同時運作等實際操作

測試，最後評估 IPv4 轉換到 IPv6 的有效性、

IPv4 轉換到 IPv6 的要求以及 IPv4 轉換到 IPv6

的議題。

IPv6 先導計畫分別從 2007 年 9 月在 KTAK

及 2008 年 4 月 在 MAMPU 由 NAv6 派 遣 工 程

師進行佈署 IPv6，於 2008 年 9 月完成，並在

2010 年 1 月 4 日將實作情況與 IPv6 介紹及兩

個單位的 IPv6 佈署經驗、管理架構及 IPv6 建

議實施階段等撰寫成冊放到網路上。

對於國家先進 IPv6 卓越中心（NAv6）而

言，他們除了執行 IPv6 先導計畫、協助 2 個

政府機關從 IPv4 升級到支援 IPv6 以外，另外

還協助馬來西亞境內的 ISP 業者們完成 IPv6 的

網路佈署，首先先輔導各 ISP 業者讓他們可以

做到基本的 IPv6 連線，再來讓 ISP 業者做到彼

此 IPv6 互連，最後實際佈署到客戶使用的環

境提供商業服務，例如在 Wi-Fi、3G 網路等。

另外，還協助兩個政府部門制定國家 IPv6 策

略指標（the National Strategic IPv6 Roadmap）

與國家 IPv6 研發指標（the National IPv6 R&D 

Roadmap）兩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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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NAv6 於 2008 年 6 月製作完成馬來

西亞通訊與多媒體委員會（MCMC）委託的國

家 IPv6 策略指標，這本策略指標檢查了當時

馬來西亞在 IPv6 實行狀況並繪製出一個未來

採用 IPv6 的整體網路搬遷規畫路徑，還蒐集了

各國 IPv6 推動小組與其國家 IPv6 發展情況，

也闡述馬來西亞政府當時為了推動 IPv6 所制

定的相關政策與計畫，還說明了使用 IPv6 對

人民以及國家的好處與介紹幾個國內成功建置

IPv6 的案例，例如先導計畫中的兩個政府示範

機關 - 能源、水務及通訊部（KTAK）與馬來西

亞行政現代化和管理規劃單位（MAMPU）的建

置經驗。之後，在 2008 年 12 月也完成了馬來

西亞的科學技術與創新部（MOSTI）委託編制

的國家 IPv6 研發指標（the National IPv6 R&D 

Roadmap），規劃了科技創新部、高等教育部、

通信和多媒體委員會、國際貿易和工業部等四

個部門分別從學術、研發、ISP、工業等領域推

動 IPv6 的研究發展。

為了能更有效的推動 IPv6 普及，馬來西亞

政府在先導計畫中就有規劃並開辦培訓 IPv6 專

業技能的工程師證照班，負責開班的機構為國

家先進 IPv6 卓越中心（NAv6）。

因為 NAv6 在協助馬來西亞網路轉

換至 IPv6 架設上有豐富的經驗與

各種專業的知識，而且也是馬來西

亞國內 IPv6 研究發展重要的領導

先驅，所以具有公信力能夠培訓出

IPv6 專業技能的工程師。NAv6 提

供四種 IPv6 證照訓練課程，分別

為 Certified IPv6 Network Engineer

（CNE6）Level 1、Certified IPv6 

Network Engineer（CNE6） Level 2、

Certified IPv6 Network Programmer 

（CNP6）、Certified IPv6 Network 

Security （CSE6）。1 級 IPv6 網路

工程師（CNE6 Level 1）主要是教

導網路工程師如何在實際環境中

啟動 IPv6 的技能；2 級 IPv6 網路工程師（CNE6 

Level 2）講授更為深入的 IPv6 轉換到 IPv4 知

識內容，並且含括IPv6網路系統的安全和管理；

IPv6 網路程式設計師（CNP6）為進階的培訓課

程，適用於需要深入了解 IPv6 網路程式設計並

開發 IPv6 應用程式、移植現有應用程式或是審

核與測試 IPv6 應用程式的人員，需擁有 IPv6

基礎知識、基礎的程式撰寫能力；IPv6 網路安

全工程師（CSE6）教導如何提高 IPv6 網路安

全設定。此外，CNE6 Level 1 獲得全球 IPv6 論

壇（IPv6 Forum Global）認證的銀級證照課程，

CNE6 Level 2 與 CSE6 為黃金級證照課程，不

少自新加坡、洲、印度等國的 IPv6 工程師在馬

來西亞取得證照。

根據 APNIC 實驗室統計，目前馬來西亞的

IPv6 的可用率為 19.44%（統計至 2017/12/14

止 )，世界排名 18，亞洲排名第 3，顯示馬來

西亞網路 IPv6 程度成效良好。

ISP 服務方面

NAv6 在執行與推動馬來西亞網路 IPv6 政

策上，早已協助境內的 ISP 業者完成 IPv6 網

圖二、APNIC 實驗室統計各國 IPv6 可使用率 ( 統計至 2017/12/14 止 )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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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佈署，協助各 ISP 業者做到基本的 IPv6 連

線，並且讓 ISP 業者相互連通，且最後實際佈

署到客戶使用的環境中，提供具有商業服務的

IPv6，例如在 Wi-Fi, 3G 網路等。

其 中， 馬 來 西 亞 電 訊 公 司（Telekom 

Malaysia, TM）為馬來西亞最大的固網電信（家

用電話）和光纖通訊電信公司，由原先的固定

電話、廣播電視、廣播業務的國家電信公司，

現已發展為最大的寬頻業務提供業者，主要提

供數據、固定電話、付費電視和網路服務。公

司認為自己應改變民眾連接、溝通和協作的方

式，同時也強調創新，從最近推出的 4G 產品 

TMgo 能看到，馬來西亞電訊已經開始進入 LTE

領域。

根 據 最 近 google、APNIC 和 Akamai 所 做

的 IPv6 採用調查數據統計，目前在亞太地區國

家，馬來西亞 IPv6 連線數是排名第三，僅次於

日本和印度。

對於馬來西亞電訊公司來說，2016 年是

非常繁忙的一年，IPv6 的採用率隨著手機和

Wi-Fi 服務導入 IPv6 而持續成長。圖二為 TM

的佈署策略架構。 

 2010 年 9 月，馬來西亞電訊公司集團成

立一家子公司 Webe，主要業務為數位服務提

供商，並作為公司的行動、和設計思維卓越中

心，現在 Webe 的 LTE 行動裝置可以輕鬆

支援 IPv6 連接，隨著 Webe 訊號覆蓋面積

持續擴大，用戶數量也將不斷成長，有機

會進一步推動馬來西亞的 IPv6 採用率。

在 2014 年 8 月，馬來西亞電訊公司

推出了 Tmgo 行動寬頻服務，可用於幾個

服務不足的地區，如吉打、馬六甲、霹靂、

雪蘭莪、彭亨、登嘉樓、吉蘭丹、沙巴和

砂撈越。同時也和政府合作，針對全國低

收入家庭提供設備和寬頻服務。

馬來西亞電訊公司目前總共有 223 萬

寬頻用戶，TM UniFi 是馬來西亞第一個高

速寬頻服務，支援 IPv6 協定，是馬來西亞

電訊近期的成功案例之一。Unifi 在 24 個月內

推出服務，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快和最低的成本

之一。

在推動 IPv6 採用與支持國家發展願景的同

時，馬來西亞電訊公司也在全國超過 3000 個

地區的 TM WiFi 提供 IPv6 連線服務。目前 TM 

WiFi 在許多公共場所皆有提供服務，如購物中

心、醫院甚至是本土的 mamak 餐廳都提供 TM 

WiFi 服務。（Mamak 餐廳供 Mamak 食物與作

為特色吸引人的免費 WiFi）。

因此，在人們尚未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

IPv6 就已經成為馬來西亞通訊的標準的一部

分。此外，馬來西亞電訊公司對於電信通訊

產業的貢獻包括：為馬來西亞技術標準論壇

（MTSFB）與馬來西亞通信與多媒體委員會

（MCMC）的管理制定了 IPv6 和其他相容設備

IPv6 佈署指南技術規範。

去年，IPv6 全球論壇 (Global IPv6 Forum)

接受馬來西亞電訊公司在馬來西亞對 IPv6 的貢

獻，並針對 Jim Bound 在馬來西亞進行的示範

性 IPv6 部屬協定給予獎章表揚。

學術網路方面

馬來西亞雷丁大學為雷丁大學的新分校，

目前其校園中已經提供 IPv6 環境，並在馬來西

圖三、馬來西亞電訊的 IPv6 佈屬策略架構【圖片來源：http://www.ipv6.org.tw/
summit2015/doc/b2-2.pdf 】

馬來西亞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93

亞雷丁大學與倫敦雷丁大學間架設 VPN 私人網

路，讓封包的來回時間只需要 190ms。此外，

馬來西亞雷丁大學在校園中約需要 4500 個網

路埠，但透過 IPv6 框架給予每個設備一組固定

IPv6 的 IP，可以方便輕鬆跟踪在網絡中發生的

事情。

另 外 在 學 術 網 路 方 面， 不 能 不 提 到 這

一個由馬來西亞理科大學計算機科學學院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s） 中 的 網 路 研

究 組（Network Research Group ,NRG） 底 下 的

一個單位所轉變成的國家先進 IPv6 卓越中心

National Advanced IPv6 Centre of Excellence 簡

稱 NAv6。

NAv6 主要協助政府執行了相關 IPv6 的發

展計畫，像是 IPv6 先導計畫（Pilot Project）

就是由 NAv6 擔任團隊顧問，帶領其他成員一

同執行，還協助兩個政府部門建置 IPv6 網路

環境，以及協助馬來西亞 ISP 業者建立 IPv6 網

路環境，並將先導計畫成果寫成報告，提供其

他政府部門做為建置 IPv6 網路參考。另外，

NAv6 還開設四種 IPv6 相關證照訓練課程，協

助政府培育更多具有 IPv6 專業的資訊人才。因

為馬來西亞的目標是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

的教育中心，對於下一代網絡和信息通信技術

領域的專業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NAv6 計劃

提供合格的專業人才，成為驅動學術和研究的

力量。另外，由於網路蓬勃發展和下一代網絡

所創造的小眾市場，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和高

水平的工程師，NAv6 也能提供這些職位的人

力資源要求。

NAv6 除了協助政府執行相關的 IPv6 的發

展計畫外，也有制定幾大研究發展重點領域，

例如高級網路安全和監控平台的開發、下一代

網路和 IPv6、網路安全、網路治理、無線和衛

星通訊及綠色 ICT 等。上述領域具有小眾市場，

具有潛在的經濟效益和機會，在未來的 ICT 專

業知識中獲得技術優勢。

馬來西亞因為有 NAv6 這一個具有學術教

育背景的 IPv6 研發及培訓人才的專業機構，讓

政府在推動網路 IPv6 工作上有一個堅強有力的

顧問團隊做後盾。

然而，推動並佈署大規模的商用 IPv6 於馬

來西亞各地並非單靠馬來西亞政府即可達成，

考量到馬來西亞的經濟、政治與地理環境，中

國知名的網路設備公司銳捷網絡跨海投資，與

NAv6 共同推動馬來西亞 IPv6 的商用化進程，

並簽署合作備忘錄。此外馬來亞大學為馬來西

亞歷史最久，排名第一的高等學府，與馬來西

亞博拉特大學是馬來西亞規模最大、在校人數

最多的大學，皆曾向銳捷網絡採購 RG-S12000

系列交換機，此系列交換機不僅支援 IPv4 更同

時支援 IPv6 路由協定，還支援背板頻寬高達

15T，可提供高密度萬兆接入，同時也能充分

滿足各類虛擬化服務器與存儲的接入需求，並

協助此兩所大學建置 RIIL（Realtime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Library）等配套網絡解決方案，還

融合了數據中心和園區網技術，提供了業界最

高的 2.56T 虛擬化頻寬，為用戶高密度接入、

虛擬化、雲端計算應用，提供真正的無阻塞交

換網絡。

使用者方面

My6 是一個以解決 IPv6 問題為目標、並

提供東盟地區大型 IT 公司整合諮詢及政府組織

教育服務的公司。他們提供重要的綜合服務，

包括先進的諮詢服務和 IPv6 培訓課程，可用於

加速 IPv6 導入流程，為客戶提供獨特的競爭優

勢。

My6 成立於 2010 年初，總部設立於馬來

西亞，由一群嫻熟 IPv6 意識的夥伴所組成，

提供給那些正在使用 IPv6、打算準備使用 IPv6

或是對 IPv6 感興趣的機構一系列廣泛的 IPv6

解決方案。成立 My6 的這個想法來自於他們意

識到未來市場對於 IPv6 培訓計畫的強大需求。

My6 根據以往他們以前在處理 IPv6 整合以及

諮詢和教育方面的重要和獨特經驗，為未來的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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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採用者設計了一系列深入的培訓課程和諮

詢服務。目前 My6 服務涵蓋馬來西亞半島、沙

巴與砂勞越的州和聯邦領土及國際客戶，My6

的 IPv6 佈署包括端對端小型、中型和大型企

業、資料中心、ISP 基礎架構和任務關鍵型應

用程式等的實際操作。

My6 除了致力於 IPv6 的推動外，另外還

致力於物聯網的推動，因為他們認為企業為了

做出更好地決策，獲取數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所謂的獲取數據是指企業可以蒐集智能設

備上的數據，通常智能設備是指具有聯網能力

並可回傳設備數據的機器設備，企業可再依據

蒐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並以此制定相關的設

備改善措施，企業可透過此方式提高公司的業

績目前物聯網正在用一種良好的方式一步步影

響企業的營運方式。例如車輛、家電電器、相

機、警報器等設備都可做到自我感測，並偵測

到它們周邊的變化。這些裝置也可做到自主分

享它們所蒐集到的數據，幫助人們快速做出回

應，讓這些設備可以變的更有效率並提高安全

性。

My6 的 IoT 解決方案可以幫助企業建立物

聯網連接，如此一來企業便可以蒐集到這些設

備數據，並針對數據採取相關的應對行動。此

外，物聯網除了應用於企業外還可應用於城市

之中，例如打造智慧城市。透過 IoT 解決方案

連接各種裝置，可為人們提供所需的資訊，幫

助我們改善管理和提供服務的方式，例如智能

交通解決方案，可以改善城市內與周圍的交通

流量，進而減少塞車和提高駕駛安全；或如智

慧城市解決方案，可幫助提高工作效率、節約

能源並增加安全。

目前 My6 已經協助了 21 個政府部門、7

個州政府、163 個公共機關、3 家 ISP 業者、

5 間中小企業與 4 間大學進行 IPv6 網路規畫建

置，成果與經驗都很豐富。由於 My6 致力於加

速政府與私人企業採用 IPv6，現已發展成為馬

來西亞國內一個 IPv6 規劃諮詢、技術與相關教

育訓練首屈一指的公司。

特殊應用方面

近年物聯網在東南亞地區成為熱門議題，

政府與民間企業，都致力於研究物聯網技術與

發展潛力，相關產值與市場規模預估將不斷擴

大。

馬來西亞科學、科技暨創新部（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部長伊

溫伊賓指出，馬來西亞將落實物聯網，盼在全

球物聯網總值 8,900 億馬幣 ( 約合 2,468 億美

元 ) 商機中占據一席之地。至 2020 年，估計

亞太區物聯網將以每年 34% 速率成長。

該部旗下的馬來西亞微電子系統研究院

（MIMOS）於 2015 年 5 月推出第一個物聯網

技術工作坊，另外在 MIMOS 所規劃的國家物

聯網策略藍圖中，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擴大物

聯網應用範圍的國家經濟生態圈，使其成為馬

來西亞下一個階段的經濟成長來源，以兌現馬

來西亞政府拓展物聯網之承諾。

根據計畫預測，在 2020 年時，物聯網產

業將為馬來西亞經濟貢獻 95 億馬幣的產值， 

2025 年更會大幅膨脹至 425 億馬幣；此外，

馬來西亞政府也期望藉由推動物聯網的發展，

能夠在 2020 年以前創造出 14,270 個高階技術

工作。

在眾多 IPv6 相關的應用中，一個跟一般民

眾有密切關聯且可以幫助民眾省電的應用，就

是建立智慧電網。智慧電網是一種現代化的輸

電網路，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數位或類比

訊號偵測與收集供應端的電力供應狀況，與使

用端的電力使用狀況，再用這些資訊來調整電

力的生產與輸配，或調整家庭及企業用戶的耗

電量，以此達到節約能源、降低損耗、增強電

網可靠性的目的。看起來似乎與 IPv6 沒什麼關

係，但實際上智慧電網包含了一個智慧型電表

基 礎 建 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用於記錄系統所有電能的流動，透過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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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智慧電表可以精確的標示出能源的使用

量，再透過網路回報資訊，就可以控管智慧

電表，考量到目前全球 IP 已經不敷使用的情

況下，一個智慧電表未來將會配置一個專屬的

IPv6 IP。智慧電網包括調整傳輸線路以減少電

能的傳輸損耗，還具有整合新能源，如風能、

太陽能等的能力。讓使用者可以在電價便宜時

多使用耗電量高的產品，以減少用電尖峰時的

用電量，也可協助電力公司掌握使用者的用電

習慣。

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早在 2004 年開始推動

國內 IPv6 相關建設，因此推動智能電網發展

計劃─ TNB（Tenaga Nasional Berhad, 為馬來西

亞最大電力公司）對國家來說 IP 數量已經準

備就緒，此 TNB 智能電網計劃分為三個階段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間執行。

第一階段的重點是可靠性，包括配電自

動 化， 部 署 DMS（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s, 配電管理系統），客戶信息系統以及

與其他企業系統的整合。TNB決定從工業中心、

商業中心和農村開展三個智能電網示範項目。

第二階段通過智能儀表和 AMI（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雙向溝通的智慧型電

表基礎建設）達成雙向通信、改進計費、遠程

連接管理、動態電壓 / VAR（虛功量）控制、

需求管理、消費者電力管理以及降低的 T ＆ D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傳輸與分配）

損失來實現客戶授權和能源效率。第三階段重

點是通過可再生能源、能源儲存、電動汽車和

節能街道照明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TNB 在馬來西亞擁有 850 萬戶的客

戶，並且獲得馬來西亞政府的支持，對馬來西

亞智能電表進行試點研究。預計將從 2016 年

第一季度開始於馬來西亞全國推出智能電表，

並於 2023 年完成。在 2016-2020 年間，馬來

西亞智能電表的市場預計將以 12％的年複合增

長率（CAGR）成長。

另外馬來西亞政府推動的大型資通訊計畫

「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協助布城、賽城及依斯干達特區成

為智慧城市。

所謂的智慧城市是城市發展的一種新興模

式，作為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城市提升的新

引擎，可提高民眾生活幸福感、企業經濟競爭

力、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目的，體現了更高的城

市發展理念和創新精神，而其中更是大量運用

的物聯網的相關資訊技術，例如：多功能智能

門鎖、互聯可視對講系統、智能電錶水錶、電

動感應窗簾、智能照明、以及花草自動監控與

澆灌等智能化系統，這些應用將會推升馬來西

亞 IPv6 的使用率。

根據資訊服務業發展計畫電子報報導，在

馬來西亞三個未來智慧城市中，布城為了降低

碳排放、減緩人口增長對環境的衝擊，政府規

畫了監控各項環境數據的系統，並預計於 1 年

試驗期間內設立 1 千個監測器。

賽城則是自 1997 年開始建設，在該區配

置高科技設備，如各處皆有無線上網裝置、數

位光纖網路，透過集中管理的機房運行。馬來

西亞總理納吉布指出，賽城市中心發展計畫將

成為推動賽城投資的高關鍵計畫，將之轉型為

全球科技樞紐及智慧城市。 因為賽城作為資

訊科技樞紐，已成為世界主要資訊科技公司的

重要投資地點，同時也成為共享及外包服務的

主要城市，讓馬來西亞成為繼中國、印度之

後，共享及外包市場的第 3 大國家，馬來西亞

的數據中心有高達 60% 位於賽城內。賽城市

中心計畫總發展值達 110 億馬幣，其中涵蓋

綜合發展計畫，包括會展中心、服務型公寓、

商業空間及辦公室單位等，為賽城準備一個完

美的環境。首期工程預計於 2019 年完工，屆

時賽城將成為馬國首座智慧城市。除了第一階

段的賽城市中心計畫，納吉布還宣佈了 10 項

推動賽城成為智慧城市的計畫。其中，財政部

子公司 Cyberview 私人有限公司與中國雲宏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備忘錄，在賽城設立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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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亞洲大數據中心，預計將在未來 5 年內為賽

城製造 500 個就業機會。Cyberview 也與澳洲

Barrington 集團、北京豐瑞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簽署備忘錄，在未來 5 年內設立區域金融

科技樞紐，提供行動支付、智慧銀行、風險管

理及大數據分析等服務，讓賽城成為一座「無

現金交易城」，此外，目前只供企業集團使用

的 1Gbps 光纖寬頻網路也將進一步擴大至住宅

用戶，未來讓所有居住在賽城的居民皆能享有

1Gbps 網路。

而依斯干達特區的智慧城市計畫主要由政

府與國營企業投入資源，預計將在 2025 年前

完工。依斯干達特區的智慧化由綠地控股集團

（Greenland Group）執行，將利用雲端計算、

物聯網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建設全面覆蓋的智

慧雲平臺，提供智慧保全、智慧政務、智慧醫

療、智慧交通等公共服務，並針對社區生活打

造智慧辦公、智慧酒店、智慧家居等智慧生活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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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手機、平板、穿戴式裝置等行動設備的迅速發展，雲端服務日益普及，

而將互聯網與等家電或車輛連接起來的「物聯網（IOT）」的出現，IP 位

址需求將變得更加普遍，因為 IPv4 位址即將耗盡，所以其替代方案 IPv6

對互聯網創新和業務的持續成長非常重要，新加坡政府希望藉由 IPv4 轉

換到 IPv6 以提升自己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

從 IPv4 過渡到 IPv6 雖然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但它涉及互聯網上所有

相關者的利益，包括 ISP 內容提供商、服務提供商、供應商等，所以政府

和國際組織都必須發揮自己的作用，政府部分是由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

理局（IDA）負責推動 IPv6 的升級計畫，包括人才的培育規劃。

目前新加坡互聯網用戶人口約有 10.7% 使用 IPv6，普及程度優良，但是

一般民眾並不知道什麼是 IPv6，原因在於用戶端是不用設定 IPv6 的，ISP

業者在提供其住宅寬頻用戶時就已經預設啟動 IPv6 服務了。這樣的情形

好處想是無感升級或無縫升級，但也容易忽略民眾的教育。

新加坡有許多國際公司和本地企業為了發展新興業務，也積極導入

IPv6，例如新加坡最大的汽車網站 SgCarMart 和大型雲端服務國際供應商

DigitalOcean，從企業的 IPv6 實際導入過程，我們也能從中得到不少學習。

亞洲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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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方面

新加坡政府希望藉由 IPv4 轉換到 IPv6 以

提升自己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因為 IPv6 對

互聯網創新和業務的持續成長非常重要，雖然

現今行業已經意識到 IPv4 位址即將耗盡，但

是從利用 IPv6 去發展新興服務、創新和業務

增長卻並不常見。隨著移動設備（包括無線手

持裝置）的迅速發展，雲端服務的日益普及以

及將互聯網等家電和車輛連接起來的「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出現，IP 位址需

求將變得更加普遍。 

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IDA）負責

推動 IPv6 升級計畫 [1]，因為該局意識到 IPv6

的重要性，所以致力促進當地企業利用 IPv6，

為下一階段的互聯網做準備。IDA IPv6 升級

計劃網站提供廣泛的資訊和資源，例如，IPv6 

Market Place 為組織提供有關 IPv6 產品的資

訊、技術諮詢和培訓服務。因為從 IPv4 過渡到

IPv6 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而它涉及互聯網

上所有相關者協同的利益，包括 ISP 內容提供

商、服務提供商、供應商等，所以政府和國際

組織都必須發揮自己的作用。

IPv6 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並帶來

新的收入來源。它支持連接無數的對象，通過

互聯網提供靈活的點對點通信，為創新和服務

開闢新的領域。儘管提早規劃 IPv6 轉型很重

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要了解 IPv6 對自己有何

影響，雖然 IPv6 在企業生產力和效率方面提供

許多優勢，但 IPv6 的導入有可能也替網路環境

帶來新的安全風險和挑戰，例如，若缺乏 IPv6 

新加坡 IPv6 發展現況
 ◎ 健行科技大學／魯大德

IT 專業人員經驗培訓的機構，可能會導致應用

程序錯誤或漏洞和網路配置錯誤，因此，企業

必須了解 IPv6 安全隱患，及早擬定評估計劃，

以降低風險。

政府 IPv6 創新人才培育的做法，新加坡

政府為了在當今資訊技術發達的環境中取得領

先地位，並讓企業保持最新的技術，所以新加

坡本地大學和理工學院為學生提供必要的 IPv6

技能培訓和裝備，例如 IDA 舉辦的「IPv6 的創

新挑戰賽」。而為了促進未來互聯網服務的創

造力和展示機會，他們也鼓勵來自新加坡大專

院校的團隊組隊參賽，各自提出如何為企業和

日常生活使用最新版本的 IPv6 建置。這些活動

不僅是探索創新思想的機會，也是業界從年輕

人才中吸取新思想的機會。IPv6 論壇總裁 Latif 

Ladid 博士解釋說：「新加坡 IPv6 創新挑戰面

向學術界，通常非常願意公開分享自己新的創

意應用和設計理念，超越業界的短期戰略與長

遠看法」。

ISP 服務方面

新加坡前 25 大 ISP 針對 IPv6 使用統計比

例排行七月份及八月份如圖一及圖二，七月份

排名第一的 StarHub 在八月份退居第二，由 M1 

limited 所取代可見新加坡 ISP 市場競爭非常激

烈 [3]。

根據 APNIC 的數據顯示，新加坡互聯網用

戶人口約有 10.7% 使用 IPv6，但一般新加坡民

眾並不知道什麼是 IPv6，原因在於用戶端是不

用設定 IPv6 的。在新加坡現有 3438265 個互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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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用戶中，估計有 368344 個 IPv6 用戶，顯

然 IPv6 在新加坡很活躍。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得歸功於國際開發協會的努力，他們的路服務

提供商（ISP）通過 IDA 的監管授權，為新加坡

用戶提供 IPv6 內容的服務，目前為止，大多數

的新加坡 ISP 業者已經向其住宅寬頻用戶提供

IPv6 服務。

如果想要使用 IPv6 或是建置 IPv6 服務，

最好的解決方案是使用本地 IPv4/IPv6 雙通道

設置，原因在於雖然網路也許已經支援 IPv6，

但人民對 IPv6 的了解仍然相當有限，其中一些

人認為 IPv6 只是一個初步的實驗研究計畫，或

認為 IPv6 服務還只在測試階段而已。這可能也

代表 IDA 專注於 IPv6 網路設備的支援，卻可能

忽略了一般民眾的教育。在 ISP 部分，他們的

客服人員不知道 IPv6 是什麼，也不知道他們銷

售或提供中實際上已經提供 IPv6 的服務了。

在用戶提出光纖 IPv6 路由出現問題時，技

術人員卻認為系統沒有提供 IPv6 服務，但實際

上連官網都已經列出支援 IPv6 服務，但技術人

員卻不知道這個技術，代表內部技術人對 IPv6

知識的訓練也是不足的。IPv6 在 ISP 可能沒有

監控服務，也許是因為他們並不關心 IPv6 的流

量，另一種可能性是，ISP 要等到客戶報怨時

才會去監控，但截至目前為止很少有客戶注意

到 IPv6 服務進而抱怨使用出了問題。這或許意

味 IPv6 入門非常容易，今天大多數網路設備及

終端操作系統都已經支援 IPv6 服務了，用戶端

的 IPv6 位址也是由系統自動配置的，所以實

際上用戶根本不用做甚麼，當他們的網路支援

IPv6 服務時，他們就能用了。

StarHub 電信網站分享 -IPv6 基本觀念 [4]

1. 什麼是 IPv6 ？

互聯網協議版本 6（IPv6）設計用來升級

更改互聯網協議版本 4（IPv4，IPv6 使用 128

位地址，能夠容納大約（2128）個 IP 地址，而

IPv4 只包含大約 43 億個 IP，換下來，IPv6 具

有大約 780 億乘以 IPv4 地址的地址！從角度

來看，世界上每一粒沙子都有足夠的 IP ！

圖一、新加坡前 25 大 ISP IPv6 使用統計表 ( 七月份 )

新加坡

二，七月份排名第一的 StarHub 在八月份退居第二，由 M1 limited 所取代可見新

加坡 ISP 市場競爭非常激烈[3]。 

根據 APNIC 的數據顯示，新加坡互聯網用戶人口約有 10.7%使用 IPv6，但

一般新加坡民眾並不知道什麼是 IPv6，原因在於用戶端是不用設定 IPv6 的，。

在新加坡現有 3438265 個互聯網用戶中，估計有 368344 個 IPv6 用戶，顯然 IPv6

在新加坡很活躍。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國際開發協會的努力，他們的路

服務提供商（ISP）通過 IDA 的監管授權，為新加坡用戶提供 IPv6 內容的服務，

目前為止，大多數的新加坡 ISP 業者已經向其住宅寬頻用戶提供 IPv6 服務。 

如果想要使用 IPv6 或是建置 IPv6 服務，最好的解決方案是使用本地 IPv4 

/IPv 6 雙通道設置，原因在於雖然網路也許已經支援 IPv6，但人民對 IPv6 的了解

仍然相當有限，其中一些人認為 IPv6 只是一個初步的實驗研究計畫，或認為 IPv6

服務還只在測試階段而已。這可能也代表 IDA 專注於 IPv6 網路設備的支援，卻

可能忽略了一般民眾的教育。在 ISP 部分，他們的客服人員不知道 IPv6 是什麼，

也不知道他們銷售或提供中實際上已經提供 IPv6 的服務了。 

在用戶提出光纖 IPv6 路由出現問題時，技術人員卻認為系統沒有提供 IPv6

服務，但實際上連官網都已經列出支援 IPv6 服務，但技術人員卻不知道這個技

術，代表內部技術人對 IPv6 知識的訓練也是不足的。IPv6 在 ISP 可能沒有監控

服務，也許是因為他們並不關心 IPv6 的流量，另一種可能性是，ISP 要等到客戶

報怨時才會去監控，但截至目前為止很少有客戶注意到 IPv6 服務進而抱怨使用

出了問題。這或許意味 IPv6 入門非常容易，今天大多數網路設備及終端操作系

統都已經支援 IPv6 服務了，用戶端的 IPv6 位址也是由系統自動配置的，所以實

際上用戶根本不用做甚麼，當他們的網路支援 IPv6 服務時，他們就能用了。 

 

 

 
                     圖一、新加坡前 25 大 ISP IPv6 使用統計表(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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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v6 的主要優點是什麼？

IPv6 提供大量獨一無二的 IP 位址，解決了

Web 位址短缺問題，而且還能提高網路性能，

因為在 IPv6 環境不需要網路位址轉換（NAT）。

3. IPv4 和 IPv6 主要區別是什麼？

IPv4 和 IPv6 是 2 個單獨的 IP 協議，這兩

個協議不能直接通信，但仍有一些過渡技術可

以使它們在同一環境中共存，如隧道、4to6、

6in4 和雙通道等。

4. IPv6 的推薦過渡選項是什麼？

企業網路建議運行雙通道解決方案，讓設

備同時使用這兩種協議，但採用 IPv6 作為首

選協議。這些過渡技術預計會持續一段相當長

的時間，直到 IPv6 被全球所有人使用，估計

IPv4 仍將存在 10 年，直到大家都用 IPv6 為止。

5. 雙通道解決方案如何運作？

在雙通道配置中，用戶將同時擁有 IPv4

和 IPv6 地址，例如，當用戶啟動 Web 瀏覽器

並輸入 www.google.com 時，電腦將執行 DNS

查詢 AAAA 記錄，再使用 www.google.com 的

IPv6 地址回覆給使用者，然後瀏覽器就會開啟

IPv6 網站，如果某些網站不支援 IPv6，也就是

僅 DNS 查詢 A 記錄，只支援 IPv4 地址，則用

戶的電腦將改為 IPv4 工作。

6. 如何讓我的網路環境準備好這類更改？

務必使您的網路環境（電腦、路由器、防

火牆和其他網路相關設備）準備好運行 IPv6。

對於捆綁路由器的企業 / 企業客戶，須與電信

公司聯繫讓路由器升級以支持 IPv6。對於其他

設備，您可以向 IPv6 服務供應商諮詢有關設計

和導入方法，可以聯繫 StarHub 的 IPv6 諮詢服

務了解更多信息。

7. 如何註冊 IPv6 位址？

StarHub 將按照對 IPv4 的相同分配方式，

為所有 Internet 客戶分配 IPv6 地址，但若您想

圖二、新加坡前 25 大 ISP IPv6 使用統計表 ( 八月份 )

 
                      圖二、新加坡前 25 大 ISP IPv6 使用統計表(八月份) 
 
StarHub 電信網站分享-IPv6 基本觀念 [4] 
1. . 什麼是 IPv6？ 
互聯網協議版本 6（IPv6）設計用來升級更改互聯網協議版本 4（IPv4，IPv6 使用

128 位地址，能夠容納大約（2 
128
）個 IP 地址，而 IPv4 只包含大約 43 億個 IP，換

下來，，IPv6 具有大約 780 億億乘以 IPv4 地址的地址！從角度來看，世界上每

一粒沙子都有足夠的 IP！ 
 
2. IPv6 的主要優點是什麼？ 
IPv6 提供大量獨一無二的 IP 位址，解決了 Web 位址短缺問題，而且還能提高網

路性能，因為在 IPv6 環境不需要網路位址轉換（NAT）。 
 
3. IPv4 和 IPv6 主要區別是什麼？ 
IPv4 和 IPv6 是 2 個單獨的 IP 協議，這兩個協議不能直接通信，但仍有一些過渡

技術可以使它們在同一環境中共存，如隧道、4to6、6in4 和雙通道等。 
 
4. IPv6 的推薦過渡選項是什麼？ 
企業網路建議運行雙通道解決方案，讓設備同時使用這兩種協議，但採用 IPv6
作為首選協議。這些過渡技術預計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到 IPv6 被全球

所有人使用，估計 IPv4 仍將存在 10 年，直到大家都用 IPv6 為止。 
 
5. 雙通道解決方案如何運作？ 
在雙通道配置中，用戶將同時擁有 IPv4 和 IPv6 地址，例如，當用戶啟動 Web 瀏

覽器並輸入 www.google.com 時，電腦將執行 DNS 查詢 AAAA 記錄，再使用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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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您的 IPv6 網路環境就緒對有 APNIC 帳戶

的用戶來說，您可以直接申請 IPv6 地址。

StarHub ISP 電信在 IPv6 提供的服務：

1. 為 StarHub 客戶提供的過渡選項是什麼？

StarHub 將在向 IPv4 轉換到 IPv6 過渡期間

為客戶啟用雙通道的配置，客戶可以選擇：

(1) 配置其主機以將 IPv6 設置為主路由，如果

沒有 IPv6 目的位址，則以 IPv4 設置為輔

助路由。

(2) 將其主機配置為僅支援 IPv6。

(3) 將其主機配置為僅支援 IPv4。

2. StarHub 提供給客戶的 IP 範圍是多少？

StarHub 將為點對點提供一個前置碼 /64，

一 個 公 共 /48 對 於 區 域 內 IPv6。A/48 IP 範

圍 將 有 (1),208,907,372,870,555,465,154,560

（1.208 八十億）IP 地址，客戶在其 LAN 段中

分配。IPv4 將在同一鏈路上同時分配。

3. IPv6 位址是什麼樣子？

IPv4 位址為 32 位長，以十進制編寫，以

句點分隔。IPv6 地址為 128 位長，以十六進制

寫，並用冒號分隔例如：

2406：3000：5657：2：2240：8：fe37：78

冒號分隔 16 位字段。可以在每個字段中

省略前導零，如上面可以看到的，其中字段：

0008：被寫為：8:.

此外，在地址中可以使用雙冒號（：:）來

替換零的多個字段。例如：

fe80：0：0：0：216：17ff：fe9f：7fa0

可寫為

fe80::216：17ff：fe9f：7fa0

4. StarHub 為遞歸 FQDN 查詢，提供哪些 IPv6 

DNS 服務器？

主要 DNS：2406：3000：0：11::78

輔助 DNS：2406：3000：0：14::36

對於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間擁有海底光纖

光纜系統的 Matrix Networks，由於需要確保其

客戶能夠靈活部署 IPv6，因此也實施了 IPv6

計 畫。Matrix Networks 的 供 應 負 責 人 Willy 

Sutrisno 說：「我們的客戶是 Tier 1 的電信商

還有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和跨國公司，為了滿足

這些高層客戶的需求，推動了 IPv6 計畫，我

們也是目前新加坡唯一擁有覆蓋局域網、廣域

網、以及內部服務器點到點的 IPv6 組織。」[5]

NTT 是亞洲最大的託管服務提供商，為

了 滿 足 客 戶 需 求， 也 實 施 IPv6 計 畫，NTT 

Communications 已經為客戶使用各種技術（從

雙通道網路）成功運作 IPv6 功能，為數十萬企

業和數億人服務。NTT Communications 高級經

理 Hirokazu Takahashi 表示：企業需要擴展業務

拓展網路，無論是 B2B 還是 B2C，我們必須為

客戶的需求做好準備。公司早在 1999 年便開

始 IPv6 轉換，現在完全支援 IPv4 / IPv6 雙通

道網路。而 IPv6 因有內置的網路安全層去做

通信的加密和認證，使得管理安全性比需要添

加其他層的 IPv4 更容易。Takahashi 指出，全

IPv6 基礎設施使網管變得輕鬆，也更具成本效

益，由於有巨大的 IP 位址空間和高效的路由機

制優勢，減少了對路由的需求，也減少了伺服

器。

    

學術網路方面

2017 年 5 月在新加坡舉辦的第三屆 IPv6 

Share & Learn 研討會，為亞太區最大的資訊與

通訊科技研討會之一，主題包含 : IPv6 導入技

術、IPv6 網路策略與規劃及 IPv6 安全與治理

等，主要目的是給新加坡及其他周圍國家的企

業展示未來 IOT 商品及 IPv6 技術等，會中也會

針對 IPv6 技術的應用及挑戰等討論 [2]。

特殊應用方面

SgCarMart 為 新 加 坡 最 大 的 汽 車 網 站，

相信需要升級網站以支援 IPv6，IT 經理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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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lun 表示，隨著亞太地區 IPv4 位址的枯竭，

SgCarMart 於 2011 年 9 月開始將網站及伺服器

群遷移到 IPv6，花了大約 6 個月，所以現在可

以在 IPv6 網路上提供既有的 IPv4 服務。此雙

通道方法，允許 IPv6 主機和路由器與 IPv4 系

統共存，確保其在線服務可以分別為 IPv4 和

IPv6 網路的用戶提供服務。自 2004 年中，公

司就組成一個三人小組逐步推進，直到今天成

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公司，擁有 40 名員工，網

站有3480萬次瀏覽量，每月超過63萬人參訪。

對於 SgCarMart 公司而言，導入 IPv6 讓企

業延續和增長勢在必行，因為線上服務取決於

互聯網，讓 IPv4 轉換到 IPv6 是正確的，企業

可以放心的使用 IPv6，因為下一代互聯網會變

得更為普遍。SgCarMart 公司表示：「我們的

用戶遲早會轉移到 IPv6，如果我們不導入這種

技術，他們將來就無法使用我們網站提供的服

務。從商業角度來看，導入 IPv6 也意味未來推

出新服務時，就可以不用擔心網路位址不足的

問題」。隨著 IPv4 位址用盡，一些公司一直在

掏空任何剩下的 IPv4 地址，導致這些位址迅速

變成稀少和昂貴的資源，SgCarMart 將系統遷移

到 IPv6 後，就可以避免支付高昂的費用來購買

IPv4 位址。此外，公司還在印尼和其他新興市

場探索商機，升級到 IPv6 也能有所助益。根據

APNIC 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分配給印度的

IPv6 連接數量也增長了 120％以上。

由 IPv4 遷移到 IPv6 使 SgCarMart 保持領先

優勢，根據 Hitwise 行業報告，SgCarMart 是當

地瀏覽排名前 30 個汽車網站之一。SgCarMart

通過 IDA 的 IPv6 轉換計劃了解遷移到 IPv6 的

重要，雖然 IPv6 的設計在於實現安全性（例如

IPsec 是 IPv6 的內置功能），但它終究是一個

新技術，網路威脅的危險仍然存在。Tan說：「企

業目前並不關心 IPv6，因為大多數企業並沒有

面臨 IPv4 位址缺乏的影響。但當 IPv4 完全耗

盡再也無法獲取時，更多企業可能就會一起加

入升級 IPv6 的行列。」

專家們普遍認為，遷移到 IPv6 的經濟優

勢比以前更快，根據美國商務部技術管理局資

料，企業可以利用IPv6的點到點（peer-to-peer）

架構來降低網路停機時間的成本，該技術的

QoS 能力也使得企業能夠利用需要的應用程序

交互或對等連接，例如 IP 語音（VoIP）、視訊

會議和遠端協作工具等，而從傳統電話轉換到

VoIP 可以將企業的電話支出節省 20％以上。

除了 LGA 和 Matrix Networks 的成功案例之

外，NewMedia Express 是另一個案例，這家公

司在過去一年中，託管服務提供升級了 IT 基礎

設施和系統，目前已經有超過 80％的 IPv6 設

備準備就緒。「我們必須確保所有核心路由器

和交換機都能夠快速處理 IPv6 流量，操作系統

能夠與 IPv6 兼容，我們的服務和應用（包括

防火牆和 DNS）能夠接收、處理和傳輸 IPv6 數

據。」NewMedia Express 高級互聯網經理陳凡

勇說：「不同公司根據自己的需求和情況來做

IPv4/IPv6 轉換，但企業必須開始準備好利用

IPv6 提供的新業務機會，在 IPv6 需求到達之

前，企業就應該要做好準備，這對企業競爭力

非常重要。」

新加坡公司 Progreso 董事總經理聲稱，他

們所開辦的第一期 IPv6 論壇認證課程可以幫助

本地技術人員減少 IPv6 技能方面與現有 IPv4

技能存在的差距，讓轉移 IPv6 過程中的各項工

作更容易實現。一位來自 Progreso 的高階主管

透露，作為第一家獲得 IPv6 論壇認證的本地

公司，他們將讓遷移過程變得更流暢高效，為

網路工程師和其它技術專家提供相應的培訓課

程。Progreso 董事總經理維克多‧唐宣布，公

司現在開始提供兩種不同等級的 IPv6 技能培訓

課程，分別適用於初學者（銀牌階級）和適用

於專業用戶（金牌階級）。對技術人員來說，

參加這個培訓就可以獲得導入 IPv6 規劃和管理

能力。在 IPv6 論壇新加坡分論壇成立儀式上，

Progreso 指出：「我們提供的銀牌課程中，包

含了 IPv6 基礎知識，技術人員通過培訓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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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獲得工作的基礎技能 ; 如果還希望技術提

升，可以選擇繼續參加金牌課程，獲得對路由

器和網路配置的專業技能。」

當記者問公司為什麼會選擇提供 IPv6 課

程時，Progreso 答覆，因為看到了市面上缺乏

對於 IPv6 相關的培訓課程，也認為 IPV6 能帶

來潛在的機會。Progreso 指出：「從遷移整體

角度來看，所涉及到的工作不僅僅只有基礎設

定，對技術人員來說，也應該學習專業方面的

知識，只有這樣，才能讓遷移的過程進度更

快。」此外 Progreso 申請來自新加坡資訊通信

發展管理局（IDA）的資金支持，學生可以在

費用方面獲得減免。作為信息通信監管機關的

IDA 一直做為推動遷移的「核心引擎」。他強

調，如果沒有他們不懈的努力，新加坡在下一

代互聯網應用方面將會非常的落後。這也意味

著，儘管很多公司對於 IPv6 技術方面做好相應

的準備，而且保持濃厚的興趣，但只要可以從

服務供應商那裡輕鬆取得 IPv4 位址，他們就不

願意開始真正導入到 IPv6。新加坡分論壇對於

IPv6 導入進度全程關注，全球 IPv6 論壇主席

拉提夫‧拉蒂德也提出了警告，他指出，在中

國等新興經濟體開始轉向 IPv6 準備後，投機心

態將會導致本地企業在競爭力受到極大限制。

他進一步解釋說，作為全球著名的貿易中心，

如果新加坡本地企業選擇堅持使用 IPv4 的話，

就會讓自身變成「孤島」，最後導致市場大門

關閉。IPv4 轉移到 IPv6 連接上也意味著互聯

網用戶可以開始進行雙向溝通。他解釋說：「對

於地理定位來說，這意味著匹配準確度更高；

而對於智能電網和其它資訊計畫來說，實施過

程也將變得更方便。」

DigitalOcean

DigitalOcean 是一家大型虛擬化雲端服務

供應商，由幾個美國大企業合資投資的，在數

據中心方面共有 6 個可以做選擇，主打低價、

小時計費，新使用者可以透過官方廣告或推特

上提供的優待碼獲得折扣，穩定性還算可以，

但時常維護，硬碟方面使用 SSD+RAID10，速

度非常非常快！

主 打 SSD 雲 端 管 理 服 務 的 DigitalOcean

宣布，推出新加坡數據中心，該數據中心

位於 Equinix 的新加坡 2 號數據中心，這是

DigitalOcean 首次向亞洲擴張，雖然在歐洲

DigitalOcean也有在阿姆斯特丹設立數據中心，

但因亞太地區潛在用戶眾多，他們無法忍受將

服務託管在 DigitalOcean 歐洲或美國數據中心

所造成的延遲，加上現有用戶也對亞洲數據中

心非常感興趣。

DigitalOcean 聯 合 創 始 人 兼 CEO Ben 

Uretsky 表示，將繼續把重心放在性能提升，

儘管在新加坡的運營成本更高，但不會改變定

價，最基礎伺服器僅需 5 美元 / 月。Uretsky 確

定新加坡數據中心將表現很好的成績，並預期

與阿姆斯特丹數據中心並駕齊驅，新加坡數據

中心（SGP1）也是 DigitalOcean 第一個全面支

援 IPv6 服務。

DigitalOcean 表示將繼續保持精簡運營的

作風，不會派人常駐新加坡，事實上，現在

團隊已經完成基礎設施配置，再來就是將數

據中心員工和系統正式上線，就能夠運行。

Uretsky 稱，新加坡數據中心是 DigitalOcean 推

出最新版軟體的首要地點，例如 1.5 版軟體能

讓 DigitalOcean 更快地將新功能發布給用戶。

一直以來，DigitalOcean 都努力開發能夠支援

IPv6 一鍵安裝的服務流程，但完成這些功能要

比客戶預期的更久。Uretsky 表示，公司很難抉

擇：團隊是要沿用舊技術架構去搞新服務呢？

還是要跳到新技術去追隨新興市場？最終，公

司決定修改與整理內部系統架構，因此現在有

了很好的基礎來搭建 IPv6 等新服務，包括在

虛擬化雲端平台架設 IPv6 Networking、設在

Linux VPS servers 定 IPv6、在 Ubuntu 及 Debian 

雲端環境設定 Uncomplicated Firewall（UFW）

防火牆防禦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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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Ocean 早期曾犯錯用了兩種不同的

格式：一種針對較小的伺服器，一種針對較大

的伺服器，這意味團隊要管理兩個系統，並在

用戶升級伺服器時轉換圖片格式，造成一些

安全問題。而在新系統只用單一格式。隨著

1.5 版軟體就緒取代原有 1.0 版，公司就做好

提供 IPv6 服務的準備，版本更新後就不需要

將 DNS、mail server、Web 重新啟動就可使用

IPv6 了。以台北為例，實際測試 DigitalOcean 

位於紐約的主機（NYC1）下載速度為 6.51 Mb/

s、上傳速度為 0.86 Mb/s，新加坡（SGP1）下

載速度為 6.30 Mb/s、上傳速度為 1.1 Mb/s，舊

金山（SFO1）下載速度為 6.31 Mb/s、上傳速

度為 0.74 Mb/s，三個位置下載速度差異不大，

上傳速度以新加坡 SGP1 較佳。

此外，Silver Spring Networks 是一家領先

的智慧能源網路平臺與解決方案提供商，它的

IPv6 平台已超過 1900 萬台，由在全球各地提

供公共事業與家庭和企業互聯，其目標是讓全

球消費者擁有更高的能源效率。主要的創新解

決方案用於幫助公用事業公司提高經營效率、

提升智慧電網可靠性，並讓消費者能夠監測並

管理電能消耗的情況。其客戶包括全球各地的

大型公用事業公司，例如巴爾的摩天然氣和電

力公司、CitiPower & Powercor、Commonwealth 

Edison、CPS Energy、佛羅里達電力照明公司、

Jemena Electricity Networks Limited、太平洋煤

電公司、 Pepco Holdings、Progress Energy 和新

加坡能源集團等。

亞洲電力大獎「年度智慧電網專案」獎，

由 Silver Spring Networks 和新加坡能源集團共

同獲得。新加坡能源使用 Silver Spring 的 IPv6

技術，成功部署遍及全國的智慧基礎設施網路

平台，向 15,000 家商業和工業（C&I）用戶提

供能源服務，支援新加坡政府逐步放開的零售

電力市場政策。此外，新加坡能源電網還利用

Silver Spring 的 Micro-AP 技術和射頻無線網狀

網路，連結分散於各地的客戶，保持 99.5% 的

讀表成功率，幫助新加坡能源電網確保在任何

地方都有可靠的傳輸與通訊。新加坡能源電網

董事總經理 Peter Leong 表示：「『年度智慧電

網專案』獎項是對新加坡能源電網向消費者提

供可靠、高效能源服務的肯定。IPv6 使新加坡

能源可為客戶提供更多選擇，讓他們擁有更有

效管理能源使用情況的能力與節省電費。Silver 

Spring Networks 是實踐此一全國性平台的關鍵

合作夥伴，讓新加坡能源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

大的價值。」

Silver Spring Networks 全球發展和銷售執

行副總裁 Eric Dresselhuys 表示：「我們恭喜新

加坡能源電網獲獎，很高興與他們合作部署世

界級基礎設施，這有助於為他們的客戶提供更

低廉的價格和更多選擇。亞洲各地公用事業都

可以將新加坡能源案例當做部署智慧電網最佳

範例。他們成熟的 IPv6 技術及無線網狀網路

能提供智慧電網和智慧城市應用，提升能源效

率，未來提供新服務。」

關於新加坡能源集團

新加坡能源集團（SP）是亞太地區領先的

能源公用事業集團，在新加坡和澳洲經營電力

和天然氣傳輸和配送業務。新加坡逾 140 萬工

業、商業和家庭客戶受益於公司卓越的傳輸、

配送和市場支援服務。新加坡的能源網路是全

球最可靠、最具有成本效益的網路之一。

   

其他方面

隨著世界各國政府陸續啟動 IPv6 過渡計

畫，國際開發協會也成立了一個 IPv6 工作組

織，以幫助新加坡政府機構與企業成為 IPv6 的

使用者。在準備轉換期間，IDA 採取措施是讓

IPv4 與 IPv6 兩種協議共存，保持終端用戶在

IPv4 和 IPv6 都有同樣的網路體驗。國際開發

協會已經為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商（IASP）

也制定了一個互聯網協議，為終端用戶提供服

務。確保這些 IASP 所控制操作的系統、設備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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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網路，都能夠成功接取網路內容，而不管用

戶是 IPv4 還是 IPv6。國際開發協會為新加坡

的 IPv6 轉型計劃已進行多年，意識到行業做好

準備的重要性，為了傳達信息，國際開發協會

曾經舉辦多次 IPv6 活動，也獲得很好的反饋；

也與本地培訓業者提供合作，為大專學生和專

業人士提供一系列的 IPv6 培訓活動。

最後，國際開發協會感謝互聯網協會和培

訓合作夥伴 APNIC 和 IPv6 論壇的支持，希望

這些資訊對自己從 IPv4 到 IPv6 轉換有幫助，

對國際開發協會來說，IPv6 為每個人帶來潛在

機會。

參考資料

[1] h t t p s : / / www . imd a . g o v . s g / i n d u s t r y -

development/infrastructure/technology/ipv6

[2] http://www.communicasia.com/spotlights/

ipv6-share-learn-forum-2017/ 

[3] IPv6 in Singapore  http://ipv6-test.com/stats/

country/SG

[4] IPv6 http://www.starhub.com/business/

support/internet-ip-solutions/faqs/ipv6.html

[5] h t t p s : / / www . imd a . g o v . s g / i n d u s t r y -

development/infrastructure/technology/ipv6/

resources/ipv6-news/ipv6-is-key-to-business-

growth-and-opportunities

新加坡



泰國為東協十國中第二大經濟體，亦是僅次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網路人

口數的國家。泰國政府這幾年陸續宣布智慧城市示範計畫，配合其數位經

濟長期政策，期望強勢挹注經濟動能，尤其重視智慧城市政策，包括：「智

慧泰國 2020」以及曼谷、普吉島、清邁等智慧城市計畫，都強調智慧運

輸、智慧安全、智慧生活與創新、智慧農業等，而以上這些政策都高度仰

賴物聯網技術才能完成，而物聯網通訊技術又以 IPv6 為重中之中，也因

此泰國在 IPv6 的策略和遷移速度上，都能感受到泰國政府強烈的企圖心。

泰國政府除了直接用政策引導政府機關遷移至 IPv6 之外，更聰明的是將

之與招商引資的計畫包在一塊，利用所謂的試點計畫 ( 智慧城市示範計

畫 )，把技術發展、吸引投資、城鄉建設綑綁成一包，一次解決各種挑戰，

例如普吉島智慧城市計畫、孔敬府智慧城市以及清邁市智慧城市計畫等，

都是依循相同的發展脈絡，要發展 IOT 勢必少不了導入 IPv6，當地公民營

機關不管是主動還是被迫，都得硬著頭皮遷移到 IPv6，先進的基礎建設完

成後，又會吸引海內外資金前往投資，形成經濟發展的正向循環。

在許多國人的印象中，泰國似乎還停留在勞力輸出的國家，然而，這些年

東協的變化，泰國政府正突飛猛進中，尤其 2016 年泰國政府正式提出泰

國 4.0 計畫 ( 2017-2036 年的經建計畫 )，用 AI、BigData、創新創意串起

整個計畫核心，並藉由 IPv6 與 IOT 打造基礎網路，確實值得我們借鏡。

亞洲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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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方面

在泰國專司推廣 IPv6 的部門 為 數位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MDES），其前身為信息和通信技

術（MICT），MICT 於 2002 年 10 月 3 日 由

Bureaucratic Restructuring Act of B.E. 成 立， 並

整合了公部門機關：部長、常務秘書辦公室、

氣象局、國家統計局、軟件產業促進機構（公

共機構）、TOT 公共有限公司辦公室、CAT 電

信公共有限公司和其他泰國 200 多個單位。於 

2016 年 9 月，MICT 解散，由數位經濟和社會

部取而代之，因此包括泰國國家統計辦公室、

泰國氣象部、電子交易發展局、泰國郵政、

TOT 和 CAT 電信公司等，將被轉移到新機構，

國家災害警報中心則移交內政部。該單位設有

專門推動 IPv6 的部門與計畫，也發行過 IPv6

推廣專書如下，對 IPv6 推廣不遺餘力。

MICT 在 成 立 的 這 段 期 間， 致 力 泰 國

IPv6 的推廣，例如成立 IPv6 協調和運行中心

（Coordination and Operation Center），舉辦許

多 IPv6 的推廣講座與教育訓練等，筆者也曾

於 2013 年到曼谷就台灣 IPv6 的推廣經驗進行

分享。該單位另外成立專責的入口網站 http://

ipv6center.mict.go.th 則是泰國最主要的 IPv6 資

源彙整平台，舉凡研討會、教育訓練、IPv6 資

源、書籍、升級步驟及專書等，都可以在這個

網站上找到。儘管主要以泰文為主，但也有部

分英文網頁向全世界分享泰國在 IPv6 推廣上的

進程。

整體而言，泰國官方的入口網如同台灣

泰國 IPv6 發展狀況簡介
 ◎ 台中科技大學／林文彥

GSNv6.tw 所扮演的角色，其中 IPv6 相關資訊，

許多值得借鏡參考的。

目前泰國民間在 IPv6 推廣最積極的就是

AIS，五個月內的 Dual Stack 變化曲線相當驚

人，如圖二。

整體而言，可以發現泰國 IPv6 不斷的成

長，尤其在學術網路的發展，圖三則是泰國學

術網路 IPv6 發展狀況。

整體而言，泰國 IPv6 隨著泰國往來人口的

成長而成長，越來越多的上網需求，也帶動了

圖一、IPv6Book（http://www.ncit.navy.mi.th/upload/pdf/
IPv6book.pdf）

泰國

亞洲



108    2017 國際 IPv6 發展專刊

政府部門、ISP 業者及學術界的升級，在產官

學三方面的發展亦持續不斷推升 IPv6 的普及。

可以想見，未來行動網路支援 IPv6 指日可待。

ISP 服務方面

行動 ISP

相 信 初 到 泰 國 旅 遊 的 人 對 Suvarnabhumi 

Airport（BKK）一定不陌生，對它龐大的站體、

巨大的玻璃帷幕一定讚嘆不已。在機場除了朝

間便宜的 Money Exchange 換泰銖，年輕人最

急著找的，想必就是行動上網解決方案。泰國

最大的行動龍頭就是泰國 AIS（Advanced Info 

Service）電信公司，1986 年成立，是泰國數

一數二的 ISP 業者，隨著行動網路的發展，也

大量投入行動業務，提供泰國國內的 2G 及 3G

行動電話服務，近年更投入 4G LTE，已經成為

泰國最大的行動業者。據 2016 年的統計，用

戶數已達 6500 萬。

此處將跟大家分享 AIS ISP 在泰國 IPv6

雙協定的發展。根據 APNIC 的 Siena Perry 在

2016 年 6 月 20 日的報導，AIS ISP 的固網已

經在 2016 年全面提供 Dual Stack IPv6 給用戶

使用，這是泰國第一個完成 Dual Stack 的寬頻

業者，用戶可以使用家中的路由器直接利用

IPv6 與全球網路介接，但轉換過程中，IPv4 服

務並沒有中斷。

AIS 從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提供所有新

加入的光纖顧客預設直接開通 IPv6 雙協定服

務，並發送 Public IPv6 address 給用戶，其他

光纖用戶在 6 月 16 日後也能經過申請取得該

服務不需額外收費。AIS 提供光纖用戶 Private 

IPv4 與 Public IPv6 定址服務，使用者將不再需

要經過 NAT 傳換，就可以直接存取 IPv6 的網

路服務。

AIS 主 導 這 項 發 展 計 畫 的 Piphat 

Trakoolwatana 先生說：「IPv6 應該是全球每個

ISP 的目標，我們選擇很明確。因為可用 IPv4

位址不斷減少，我們希望減少 CGN NAT 的使

用。而從內容部屬的角度來看，現今已經有很

多互聯網內容應用，例如物聯網、YouTube、

Google 都已經支持 IPv6」。AIS 在內部和相關

廠商討論後，就決定使用 IETF standard prefix

委派機制：DHCP-PD 給予每個客戶一個 / 64 

prefix。

這項措施對 AIS 光纖客戶來說好處非常顯

著。Piphat 進一步提到：「最新上網套餐就將

Public IPv6 做為每一個客戶的預設服務這意味圖三、泰國大學 Thai University IPv6

圖二、AIS ISP 五個月內的固網變化 transition to dual-stack IPv6/IPv4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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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客戶無需任何額外成本就可以使用 Public 

IPv6，而且沒有限制 IPv6 主機數量，也不需

要 Port Forward 設定和 NAT 轉換。未來所有的

IPTV 和物聯網都將採用 IPv6，例如 IPv6 安全

攝像頭。」

針對記者問對其他希望導入 IPv6 的組織提

供一些意見時，Trakoolwatana 先生說：「這取

決於每個國家和他們決定的時間點以及當時情

況」，建議如下：

l	網路基礎設施：

 所有設備都必須支援 IPv6。AIS 光纖是新服

務，從一開始的計畫，就是部署 IPv6。

l	終端設備：

 所有 CPE 在交付給客戶之前必須仔細進行測

試。AIS 光纖花了三個多月測試每個 CPE 供

應商的新韌體，換言之，您必須規劃 CPE 開

發和測試。

l	市場行銷和部署計畫：

 您必須掌握客戶需要是純 IPv6 或雙協定，

這是重要的業務決策。AIS 採雙堆疊，因為

我們大多數客戶的設備仍然只支援 IPv4。

AIS 感謝這項服務所帶來的用戶數成長，

「我們很榮幸能成為第一個在泰國順利升級

IPv6 的服務業者，希望能激勵其他 IPS 也邁向

IPv6。」

台灣電信龍頭中華電信目前也提供 Hinet

光世代用戶免費申請 IPv6 雙協定服務，與泰國

AIS ISP 一樣提供 Public IPv6 Address 服務，但

不同的是，Hinet 也提供了 Public IPv4 的雙協

定機制。但在營運策略上，中華電信顯得相對

保守，IPv6 雙協定服務預設是關閉的，不管你

是新用戶或是舊客戶都必須另外提出申請。電

信商基於降低客訴以及技術營運成本的考量，

確實需要一點時間準備，但是 Hient IPv6 已經

提出超過 5 年，卻始終停留初始階段實在讓人

失望。如果一直礙於客戶體驗這方面的考量，

在推廣新技術將逐漸落後給後來的競爭者。

所幸 Hinet 目前已經可以提供線上申請開通

IPv6 服 務 的 網 站（https://123.cht.com.tw/ecas/

B39）。希望透過簡易的申請，迎接這個新世

代的網路通訊協定 IPv6。

固網 ISP

在前面泰國 IPv6 的發展現況中，介紹過泰

國第一大電信與ISP公司AIS的IPv6成功案例，

這裡再介紹另外一家 ISP 業者 CAT 的 IPv6 發

展計畫。筆者 2010 年也曾受邀到 CAT 舉辦的

IPv6 發展現況，針對台灣 GSN 的升級與發展現

況發表演說，對於 CAT 全力推動 IPv6 的決心

印象深刻，我們來看看 CAT 如何執行。

CAT 是泰國的第二大 ISP 業者，不過如果

就國際接軌而言，ISP CAT THIX 提供的 Internet

網絡服務是連接泰國的對外網路。CAT 是半官

方公司，泰國對外海纜與大型數據交換網路，

都是由 CAT 提供，例如連接美國 Internet 以及

歐洲國家，它也是泰國提供最大的對外頻寬業

者，在亞太地區地位重要。該公司具有最佳性

能與設備，對外網路具有完全冗餘的備援系

統，提供穩定的國際接軌服務，圖四可以看出

CAT 寬頻網路與其國際線路，提供泰國許多電

信業者的對外路由服務。

圖四、CAT 的對外路由服務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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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的 IPv6 發展計畫可在 CAT 官網得到，

名為 CATIPv6 Blog。

官網針對 CAT IPv6 發展步驟提出了以下建

置方法：

安裝和測試 6to4 轉換技術

首先採用6to4中繼，建立6to 4轉換設備，

提供用戶 IPv4 Address 可與 IPv6 位址，在網絡

用 6to4 通信。

最重要的部分是 6to4 Gateway 佈建，它可

以是硬體、節點或 Gateway 節點。

軟體路由節點

- 安裝 IPv6 節點 NetBSD 技術的 6to4 隧道

- 為 FreeBSD 安裝 IPv6 節點的 6to4 隧道

- 使用 6to4 隧道安裝 IPv6 節點的 Linux

- 針對 WindowsXP 安裝 IPv6 節點，使用 6to4

隧道技術

由此可知，CAT IPv6 的發展以 6to4 的轉

換作為過渡期，先尋求軟硬體的路由解決方

案，並採 tunneling 技術來解決，逐步過渡到

IPv6 全面聯網。

學術網路方面

宋 卡 大 學（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SU）是 1967 年成立的公立大學，是泰國南

部的第一所大學，由五所校區組成，提供社區

所需的各種教育方案，職工會還包括 39 個院

系、學院和研究所，4 家醫院，40 多個優秀

研究中心，核心目標是提高教育水平，支持區

域產業發展。此外，宋卡大學在保護文化藝術

國家遺產方面也發揮積極作用，特別是對泰國

南部的遺產。因此，作為亞洲領先的研究型大

學，PSU 對泰國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並持

續培養了高素質的畢業生。為何要介紹這所大

學呢，因為泰國的 IPv6 校園推動跟 PSU 有密

切關係。

IPv6 在進校園時必須獲得批准，所以泰國

內閣批准一項行動計劃加快推動和監測學術網

路，作為 IPv6 基礎設施計劃，提供 IPv6 連接

到高等教育機構，尤其未來跟美國及其他國家

的 IPv6 接續，泰國大學聯盟宣布未來將積極發

展 IPv6。

宋卡大學名列官方的推廣名單之中，而其

中最不餘遺力的當推 Sinchai Kamolphiwong 教

授，他任教於該校電腦工程系。Sinchai 教授發

圖五、CAT IPv6 發展計畫 Blog

圖六、宋卡大學（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SU）大
學位置

圖七、Thailand IPv6 Status & Update by Sinchai 
Kamolphiwong [APRICOT 2015]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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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學術界每個學校幾乎都已經具備了 IPv6 的 Dual Stack 網路，不過

真正落實到校園內的其實不多，以本校為例，目前僅有數位多媒體系與資工系具

備 IPv6 的連線能力。過程中與電算中心的交涉與申請過程中，諸多安全疑慮未

能解決，尤其目前校內的資安設備也不支援 IPv6，所以台灣也許可以參考泰國

學術網路的作法，由官方或教育部頒發 IPv6 Ready 認證標章，在少子化每個學

校都在爭取頭銜的氛圍上，也許提供推動的動力。 
 
 

智慧城市發展方面 
 

泰國為東協十國中第二大經濟體，亦是僅次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網路人

口數的國家。泰國政府這幾年陸續宣布智慧城市示範計畫，配合其數位經濟長期

政策，期望強勢挹注經濟動能，尤其重視智慧城市政策，包括：「智慧泰國 2020」，
以及曼谷、普吉島、清邁等智慧城市計畫，都強調智慧運輸、智慧安全、智慧生

活與創新、智慧農業等。這些都高度仰賴物聯網技術才能完成，而物聯網通訊技

術又以 IPv6 與資訊安全為基本議題。 

 
圖九. 泰國 2020 智慧城市 

 普吉島智慧城市 

表過很多泰國 IPv6 的發展狀況，也在 APNIC

及台灣針對泰國的發展現況發表過演說。

目前台灣學術界每個學校幾乎都已經具備

了 IPv6 的 Dual Stack 網路，不過真正落實到校

園內的其實不多，以本校為例，目前僅有數位

多媒體系與資工系具備 IPv6 的連線能力。過程

中與電算中心的交涉與申請過程中，諸多安全

疑慮未能解決，尤其目前校內的資安設備也不

支援 IPv6，所以台灣也許可以參考泰國學術網

路的作法，由官方或教育部頒發 IPv6 Ready 認

證標章，在少子化每個學校都在爭取頭銜的氛

圍上，也許提供推動的動力。

智慧城市發展方面

泰國為東協十國中第二大經濟體，亦是僅

次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網路人口數的國家。

泰國政府這幾年陸續宣布智慧城市示範計畫，

配合其數位經濟長期政策，期望強勢挹注經濟

動能，尤其重視智慧城市政策，包括：「智慧

泰國 2020」，以及曼谷、普吉島、清邁等智

慧城市計畫，都強調智慧運輸、智慧安全、智

慧生活與創新、智慧農業等。這些都高度仰賴

物聯網技術才能完成，而物聯網通訊技術又以

IPv6 與資訊安全為基本議題。

 

普吉島智慧城市

眾所周知，東南亞高科技市場包括華文圈

的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值得關注的則是

具有 7000 萬人口的泰國。近年泰國已從科技

進口國加快腳步成為科技創新國，尤其這一兩

年數位產業與電商發展更十分快速。2015 年

12 月普吉府首長 Chamroen Tipayapongtada 提

到，將提供 100 億泰銖在普吉的 Pa Khlok 地

區，建立占地 32 萬平方公尺的科技園區，包

括 Microsoft、Google、Alibaba、Samsung 和

Facebook 等都將進駐。MIC 信息和通信技術部

門規劃的 「智能城市」計畫將給普吉島周邊帶

來巨大的改變。Saphan hin 也將建造一個「創

新園」，打造一個研究基地。如果進展順利，

普吉島將會成為東南亞獨特的模範智慧城市。

隨著城市服務品質和智慧科技性能的快速上

升，資源消耗將能逐漸降低，成為一個綠色島

的智慧城市。規劃中的普吉島智慧城將提供高

圖八、泰國 IPv6 認證

圖九、泰國 2020 智慧城市

 
Sinchai 教授協助宋卡大學獲得泰國政府 IPv6 Ready 的認證。  

 
圖八. 泰國 IPv6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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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LoRa Network with TCPIP(取自 Aliexpress.com )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泰國 2015 年網路滲透率約 39.3%，寬頻網路滲透率 10%，

而手機滲透率則高達 125.8%。2014 年泰國才開始提供 3G 服務，至 2016 年已逾

5,000 萬人口使用。2016 年，泰國開放 4G 服務，目前已有 2,000 萬使用人口。

泰國政府在智慧泰國計畫中，將在公共區域打造 40 萬個 Wi-Fi 熱點。其國家寬

頻計畫預期兩年內要 FTTX 到村、三年內 FTTX 到家。近年 PC 產業的下滑，也

讓泰國原本 ICT 的出口逐漸下滑，因此開始意識到大型製造業要轉向技術應用，

加強競爭力，故積極建構泰國 4.0。數位泰國 4.0 計畫如圖十一 

精密的安全防護，以及保證不停電的數據住宅

系統。這些遠景也吸引所述全球各大公司在普

吉設置營業據點，而政府也會對這些公司在關

稅、居留、移民及工作簽證給予待遇，不論遊

客或當地居民都將受益非凡。

關於普吉—智慧城市，我們應該關注兩

點，首先是「智能經濟」 ，它將帶給普吉新類

型企業，其次是「智能的居住社區」，新技術

將提升當地居民和遊客的生活質量。當地軟體

工業促進部創始人 Pracha Asawteera 說： 「透

過建設智能城市，導入先進的資訊科技，實現

城市智能化管理和運行，創造居民更美好的生

活，也能促進城市和諧、持續成長，在普吉這

個旅遊業相當成熟的地區開展智能管理，將購

物、互動等行為大量轉向移動設備，讓消費、

查詢、交流等活動更加多樣靈活流暢，摒棄過

去的局限。」目前普吉民間企業已擴大房地產

投資，政府也努力推動普吉成為「世界購物目

的地」，並把普吉定為聚焦技術創新和數位經

濟的第一個國家級「智慧城市」，以完善的公

共服務、基礎設施和資訊網絡來吸引高新技術

人才到普吉創業。

另外為了安全和交通控制，政府會再多

安裝 1000 多個 CCTV 監控器；其次，全島免

費 WiFi 速度也將大幅增加，這些都需要 IPv6

提供雙向智慧控制通訊協定。Mr.Prach 也提到

跟 CAT 通訊公司合作，將網速從 15MB 提高成

30MB，三年後至 100MB。而先前提過的泰國

第一大ISP業者CAT（CAT Telecom）電信公司，

也是首個提供 IPv6 上網服務的泰國 ISP，也將

與韓國 SK 電訊（SKTelecom）合作建立物聯網

網絡。這些都將成為未來智慧城市中重要的基

礎建設，相關設施將全面支援 IPv6。目前物

聯網遠距低功耗通訊以 LoRa WAN 來進行，最

新版本也將支援 IPv6，是以 SK 電信公司將以

LoRa WAN 硬體技術結合 IPv6 進行佈局。台灣

在 LoRa 設備有非常好的產品，欠缺的就是大型

的智慧物聯網計畫，近年台北、台中、高雄都

在提倡智慧城市，但必須加速修改關參法令，

強化產官學合作，整合資源大步向前，否則將

淹沒於這波工業 4.0 的革命之中。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泰國 2015 年網路滲

透率約 39.3%，寬頻網路滲透率 10%，而手機

滲透率則高達 125.8%。2014 年泰國才開始提

供3G服務，至2016年已逾5,000萬人口使用。

2016 年，泰國開放 4G 服務，目前已有 2,000

萬使用人口。泰國政府在智慧泰國計畫中，

將在公共區域打造 40 萬個 Wi-Fi 熱點。其國

家寬頻計畫預期兩年內要 FTTX 到村、三年內

FTTX 到家。近年 PC 產業的下滑，也讓泰國原

本 ICT 的出口逐漸下滑，因此開始意識到大型

製造業要轉向技術應用，加強競爭力，故積極

建構泰國 4.0。數位泰國 4.0 計畫如圖十一。

數位泰國計畫分為 4 大階段：第一階段，

前 18 個月投資建構數位化基礎設施，重點在

基礎建設、經濟、社會、政府等四大項，智慧

圖十、LoRa Network with TCPIP（取自 Aliexpress.com） 圖十一、數位泰國 4.0 計畫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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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屬經濟項目；第二階段，5 年內讓所有國

民都能享受數位科技帶來的好處；第三階段，

10 年內完成數位轉型，讓數位科技和創新成為

推動國家發展的主要力量；最後階段，要在第

10~20 年，讓泰國成為全球數位科技和創新的

已開發國家。其中資產和 IoT 的建設與應用與

IPv6 發展息息相關。2016 年，泰國要打造成

為東協國家的「數位中心」，所以政府投資 10

億美元建設寬頻基礎建設，並發展智慧城市計

畫。

2014 年，泰國資通訊部（MICT）提出「智

慧泰國 2020」願景。此計畫有六大行動方針，

包括建設橫跨全國的數位硬體設施、利用數位

科技加速經濟成長、推動數位社會、建立數位

政府、培育數位勞動力、建立全民使用數位科

技的信心。

2016 年，泰國政府投資 4 .3 億泰銖建設

普吉島，並積極與南韓釜山市簽訂合作意願，

引進南韓資源。普吉島市政府也在 1,000 個觀

光景點設置 Wi-Fi 熱點，並輔導商家運用 App

開發客源，政府並且結合市區資訊、緊急連絡、

付費平台、觀光資訊等，讓旅客可以輕鬆享受

一連串的購物、旅館預定、景點導覽等服務。

如前所述 2017 年，泰國政府提出普吉島的智

慧城市願景為：「建立永續成長的旅遊島嶼，

並強化創意經濟，提供所有居民與觀光客快

樂」。普吉島智慧城市實施可分為 4 個部分：

1. 認證數位化員工 / 投資者項目，為數位化員

工和投資者提供支持和惠益

2. 創新園區建設支持大數據

3. 研究開發生態系統和激勵研究，支持和發展

智慧城市

4. 啟動智慧無線網絡發展計劃

其中智慧無線網絡主要提供旅客各種旅遊

資訊、交通資訊、無線上網等。除廣泛建置

Wi-Fi 熱點並且開發智慧切換熱點的 APP 外，

普吉島目前已經架設超過 2,000 隻以上智慧監

視系統，預計 2020 增加至 5,000 隻。監視攝

影機可以監視不法分子，更可以透過大數據分

析進行預防。同時，普吉島也與智慧型手機結

合，讓觀光客或居民可以利用 App 快速通報警

方危險事件，讓警方可以快速根據地點與監視

器掌握狀況，立即協助。這些監視攝影機的影

像也放在網站上，未來透過 IPv6 聯網能力建置

更龐大的監視系統。智慧節點則是將監視攝影

機、無線基地台與路燈等進行結合，發展智慧

路燈、智慧安全與智慧交通等服務。也將進一

步利用溫度感測、燈光感測、CO2 感測等 IOT

系統，提供各種智慧服務，如圖十二智慧節點

Smart Node，其互連服務將導入 IPv4/IPv6 雙協

定。此外也將利用智慧手機、監視器、感應器

等，讓民眾更容易找到停車位。其他還包括穿

戴式裝置的 IOT 設備，提供老人安心照護等，

這些都是普吉島未來的數位化智慧服務遠景。

 這些數位化發展需要強健的網路建設作為

基礎，期待普吉島的智慧城市計劃能夠帶給泰

國數位 4.0 計畫豐碩成果。

 

孔敬府智慧城市

對於台灣人來說，孔敬府 Khon Kaen 應該

非常陌生，但是筆者第一個到訪的泰國城市，

2011 年因 APEC 的 ADOC 辦公室邀請，到泰國

東北的孔敬府亞洲學人學院（College of Asian 

Scholars），也是台灣在泰國建立的第一個數位

機會中心擔任種子教師，推廣台灣數位產業的

經驗和開設相關 IT 課程，最後正式成為亞洲學

圖十二、智慧節點 Smart Node

 
其中智慧無線網絡主要提供旅客各種旅遊資訊、交通資訊、無線上網等。

除廣泛建置 Wi-Fi 熱點並且開發智慧切換熱點的 APP 外，普吉島目前已經架設

超過 2,000 隻以上智慧監視系統，預計 2020 增加至 5,000 隻。監視攝影機可以監

視不法分子，更可以透過大數據分析進行預防。同時，普吉島也與智慧型手機結

合，讓觀光客或居民可以利用 App 快速通報警方危險事件，讓警方可以快速根

據地點與監視器掌握狀況，立即協助。這些監視攝影機的影像也放在網站上，未

來透過 IPv6 聯網能力建置更龐大的監視系統。智慧節點則是將監視攝影機、無

線基地台與路燈等進行結合，發展智慧路燈、智慧安全與智慧交通等服務。也將

進一步利用溫度感測、燈光感測、CO2 感測等 IOT 系統，提供各種智慧服務，

如圖十二智慧節點 Smart Node，其互連服務將導入 IPv4/IPv6 雙協定。此外也將

利用智慧手機、監視器、感應器等，讓民眾更容易找到停車位。其他還包括穿戴

式裝置的 IOT 設備，提供老人安心照護等，這些都是普吉島未來的數位化智慧

 

 
這些數位化發展需要強健的網路建設作為基礎，期待普吉島的智慧城市計

劃能夠帶給泰國數位 4.0 計畫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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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學院的 IT 講座教授。今天想跟大家介紹泰國

4.0 中孔敬府的智慧交通與創新發展狀況。

孔敬是泰國東北部孔敬府的第一大城，人

口約 140 萬，離曼谷約 450 公里， 離寮國永

珍200公里，區域發展重點為教育、金融機構、

公家機構與交通運輸等。孔敬將是繼普吉島、

清邁之後為第三個泰國的智慧城市發展重鎮。

相對於普吉島、清邁與曼谷，孔敬算是小城市，

但相較於 2011 年第一次到訪，這幾年進步非

常快速。雖然智慧城市的發展有賴中央政府補

助，但孔敬市政府也積極爭取其他財源，包含

從銀行以及政府土地開發融資、發展智慧交通

捷運系統等。孔敬智慧城市主軸包括三塊：創

新交通、創新經濟、創新空間。其中創新交通

訴求改善目前交通環境，建立巴士、大眾捷運

系統。創新經濟則是發展製造業、服務業及娛

樂產業。創新空間則提供男女老幼發展創新事

業的機會。

孔敬市政府規劃了 8 大方向：(1) 運籌、

大眾運輸與市區規劃 (2) 綠色能源 (3) 環保工

業資產 (4) 數位經濟 (5) 財務中心 (6) 水資源管

理 (7) 智慧農業 (8) 教育與人力發展等。目前

最具體的是大眾交通系統，包含機場擴建與更

新、大眾捷運系統建置等，不過要達到智慧交

通，還必須仰賴交通物聯網，或是車聯網等技

術。其中交通物聯網就包含了交通號誌、車流

監視裝置以及大眾運輸工具等。當中大型網路

的建立必須仰賴 IP 控管與長距離無線通訊技

術，目前是利用長距離的 LoRa 通訊搭配 IPv6

的聯網能力。

未來 LoRa 新增地理定位的功能，能透過事

先設置的 LoRa 無線通訊基地臺，提供 IoT 裝置

的定位資訊，也將為 IoT 裝置提供新的定位追

蹤服務，例如提供車輛即時路線指引，或路徑

偏離警示等用途。此外其 LoRa 結合 IPv6 發展

物聯網和 M2M 應用實例包括智慧型城市（路

燈、停車、交通感測器）、能源計量（電 / 水

/ 氣智慧型儀表）、以及工業、商業、家庭自

動化（空氣調節 (HVAC)）控制、智慧型家電、

安防系統、照明設備等。未來透過實體層的

LoRa，再結合 IPv6 網路層城，進而結合智慧交

通建設等功能，將扮演未來智慧城市的重要關

鍵角色。

臺北市政府近年也將打造一個通訊範圍可

覆蓋全北市的大型戶外 IoT 網路，讓臺北市成

為一個大型物聯網實驗室，這個城市 IoT 實驗

場域背後的關鍵網路技術正是使用 LoRa 無線網

路技術，相信未來將會有很多可以互相學習的

地方。

清邁市智慧城市

清邁市是泰國第二大城市，清邁府首府，

也是泰國北部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人口

約 25 萬。清邁是泰北最大歷史文化城市，距

離曼谷 700 公里，是泰國著名的避暑勝地，整

個泰北鄰近衛星城鎮形成了清邁都會生活圈，圖十三、孔敬移動智慧城市計畫圖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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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近百萬人，自然景觀與特色建築佛寺都是吸

引眾多國人前往的原因，清邁開發與曼谷不

同，仍保有相當多的林地與農業。

泰國政府日前計劃提供 3,650 萬泰銖（約

104 萬美元）經費，在清邁市推動智慧城市，

例如在農業引進無人機技術，以及用擴增實境

（AR）結合歷史古蹟，推動觀光發展，還有智

慧醫療、新創基地等計畫。「清邁創意城市發

展委員會」負責統籌的半政府半民間的「創意

清邁」項目，總部位於清邁大學科技園，清邁

的創意產業比曼谷擁有更高專業性和協調度，

合作交流性更強。藉由物聯網及大數據及人工

智慧等，來強化連網基礎建設，期藉由 IPv6 統

整網路層通訊協定，做到雙向互聯、智慧聯網

的目的，被評選為泰國智慧城的示範點。

其中創新農業發展將由有機水稻種植者等

單位組成，結合無毒蔬菜種植者、香蕉種植者

和農業創新集團等，共同推動智慧農業。導入

聯網技術設置各式感測元件，例如水質、土壤

濕度、空器濕度、溫度、日照等，收集即時的

環境資訊用來控制農場的IOT裝置，例如燈光、

灑水系統乃至於病蟲害防治等。而創新點子則

如結合 5000 個無人機來協助農業調查，找出

哪個地區適合種植？在哪裡儲水？和要避免栽

種的地方，也可以利用無人機在適當的地方灑

肥，降低肥料成本；還有植物健康檢查，通過

相機、土壤中的濕度傳感器以及土壤 PH 測量

等智農業物聯網，在電腦或移動設備上發出提

醒和報告。

泰國政府也希望發展醫療旅遊，讓觀光

客到此養病，對此，清邁市政府也與韓國

Seongnum、IBM、CISCO、Huawei、Hitachi 等

合作，發展旅遊、醫療等智慧城市應用服務。

清邁智慧創新基地除了智慧農業、旅遊之外，

也積極地發展 IT 創新基地。主要原因是清邁

有 8 所大學，每年畢業 2,000 名以上資訊科技

畢業生，有助於 IT 創新。泰國數位經濟與社會

部提供清邁約 1,500 萬美元打造創新基地，泰

國本地公司 Prosoft Comtech 亦在本地投資 3 億

泰銖（870 萬美元），建立創新基地、軟體程

圖十四、清邁智慧城市計畫策略 資料來源：清邁市，2017 
年 7 月

圖十五、清邁智能城市

圖十六、無人機與智慧農業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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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計、物聯網技術、流程委外等服務，2016

年 10 月開始至今，清邁已育成 100 個創業公

司。

台灣是農業大國單位生產面積幾為世界之

冠，尤其水果的改良與開發更是獨步全球，然

台灣面積狹作物總產量，卻輸泰國一大截，

尤其像是稻米等大宗農作物，泰國更具有數量

與價格等優勢。台灣應當思考如何利用智慧科

技，協助台灣農業轉型與改進。例如用物聯網

結合 IPv6，再結合台灣的 IT 資源，如 RoLa 低

功耗通訊、各種感應 sensor 協助建立自己的智

慧農業。

結語

在國際上，Taiwan 經常跟被外國人誤認為

Thailand，在許國人的印象中，泰國似乎還停留

在勞力輸出的國家，然而，這些年來的東協變

化，泰國政府正積極將國內經濟轉型，突飛猛

進中，在農業與觀光上，更是大幅超越台灣。

尤其 2016 年泰國政府正式提出泰國 4.0 計畫，

內容涵蓋 2017 年至 2036 年的經建計畫，主

要目標是以科技為傳統產業提高價值，包括新

世代汽車、智慧電子、高端旅遊與醫療旅遊、

高效農業和生技、食品創新，並訂定 5 大新興

產業，包括智慧機械與自動化、航空航太、生

質能源和生物化學、數位化、醫療與保健。從

中，我們不難看出人工智慧、大數據、創新創

意串起了這整個計畫的主要核心，並藉由 IPv6

與物聯網的佈建基礎網路，企圖將整個城市以

智慧聯網全部整合在一起。台灣 IT 發展遠比泰

國要早，然而優勢卻正逐漸在消失，如果我們

不能妥善整合國內資通訊的能量，放下既有的

包袱，認真思考未來發展的走向，未來的挑戰

將更為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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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討越南的 IPv6 導入建置，就必須從主導越南 IPv6 部署的三大組織談

起，分別為越南網路資訊中心（VNNIC）、FPT 及 NetNam。其中 VNNIC

負責維護與推動越南全國的 IPv6 服務之重責，在 2016 年的國家 IPv6 工

作小組宣布了國家 IPv6 行動（Mobile）計劃，對未來幾年部署發揮積極鼓

舞作用。目前 IPv6 國家行動計劃的初創階段（2013-2015）已完成，進入

第二階段（2016 - 2019 年）實施 IPv6 轉型，其 IPv6 部署率為 14.06％。

越南 FPT 電信在越南全國約有 80 多萬家庭用 IPv6 上網服務，在世界 IPv6

部署中名列第 16 位，在東南亞 IPv6 的部署程度，僅次於馬來西亞。而

Viettel 現在是越南排名第一的電信公司，擁有 101,000 個基站，被稱為全

球 4G 網絡快速成長的電信公司，已持續在越南 28 個省市部署 IPv6 固定

頻寬，預定 2017 年前擴展到其他城市

越南 IPv6 網路以南越的胡志明市、中越的峴港以及北越的河內市三大城

市為核心構成的區域，已於 2013 年 6 月 5 日建設完畢。越南仍是少數幾

個在佈署 IPv6 有顯著成長的國家之一，如 IPv6 部署率在亞洲排第 5 名，

全世界排名第 34。但越南也有自己的挑戰，例如目前越南 ISP 業者所提供

的 IPv6 連網速率仍然偏低，有待改善頻寬與加強光纖網路的鋪設與其他

相關基礎建設。

整體而言，越南近六年來，雖然在 IPv6 方面有明顯的建設，但仍然還很

大的進步空間，尤其是光纖骨幹網路更需積極佈設，才能吸引用戶以 IPv6

位址連上網路。

越南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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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本文將介紹越南近十年內如何規劃與

建置 IPv6 網路基礎架構與進展及網路資訊

中 心（Vietnam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VNNIC）、國家網際網路交換（Vietnam 

National Internet eXchange（VNIX） 所 扮 演 的

主導角色，內容包含 IPv6 網路基礎架構以及

VNNIC、VNIX 等單位簡介、越南 IPv6 網路運轉

現況，以及 IPv6 結合物聯網的具體作法。

概述

在探討越南的 IPv6 發展與使用情形之

前， 必 須 先 認 識 VNNIC， 它 成 立 於 2000

年 4 月 28 日，其角色與功能類似財團法人

台 灣 網 路 資 訊 中 心（TWNIC）， 隸 屬 於 越

南 信 息 通 信 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主要工作負責管理、分配、

監督和推廣網路的域名、IP 位址、自治系統編

號（ASN），並提供相關指導、封包流量的統

越南 IPv6 發展狀況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楊慶裕

計，以及參與 IPv6 相關國際活動。

目前在越南 IPv6 與 IPv4 是並存運轉，圖

一顯示從 2011 年到 2016 年使用 IPv6 與 IPv4

增長情形。圖中淺藍色部分是使用 IPv4 的比

例，底部深灰色表示使用 IPv6 的比例，由此可

知去年 IPv6 使用的比例漸趨緩和與穩定成長。

另外，表一為目前越南十大 ISP 業者具備 IPv6

功能排名，其中 FPT 電信業者最佳，其次是

VNPT，第三名（含）以後的 ISP 業者其 IPv6

功能排名就明顯落後許多，由此可知，越南的

IPv6 普及率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表二顯示越

南十大 ISP 業者使用全球性單一 IPv6 位址現

況，前三名 ISP 業者與表一相同。

目前越南瀏覽器上網的用戶中，仍以 IPv4

上網占大多數，但若用戶主機具雙堆疊架構

（Dual-Stack），則瀏覽器上網機設定會優先使

用 IPv6。但在某些環境下，預設優先仍為 IPv4

以隧道技術連接網路。這十大 ISP 業者大都用

圖一、IPv6 與 IPv4 在越南使用情形 [1]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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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   IPv6 test count

1. Fpt-vnnic 349

2. Vtc-vnnic 113

3. Vtc 47

4. Vnnic 42

5. Spt-vnnic 31

6. Netnam 28

7. Fptdynamicip 21

8. Netnam-vnnic 12

9. Cmctelecom 7

10. Cmcti-vnnic 7

6to4與Teredo隧道技術進行轉接，由表三可[1]

看出前七名的 ISP 業者，提供較頻繁的 IPv6 隧

道技術服務。表中第六項 Cmcti ISP 業者因使

用 local 位址，其 VPN 隧道技術無法檢測，數

值較少。

表四顯示越南十大 ISP 業者 IPv6 的頻寬速

率，雖然 Spt-vnnic 的平均連線速率最佳，但因

測試數目較少，反而是第二名與第三名的 Vnpt-

vnnic 與 Fpt-vnnic 的平均連線速率較有參考價

值 [1]。從該表可知，目前越南 ISP 業者所提供

的 IPv6 連網速率仍然偏低，有待改善頻寬與加

強光纖網路的鋪設與其他相關基礎建設。整體

而言，越南近六年來，雖然在 IPv6 方面有明

顯的建設，但仍然還很大的進步空間，尤其是

光纖骨幹網路更需積極佈設，才能吸引用戶以

IPv6 位址連上網路。

 

越南 IPv6 網路基礎架構

越南 IPv6 網路架構如圖二所示，以南越

的胡志明市、中越的峴港以及北越的河內市三

大城市為核心構成的 IPv6 網路基礎架構 [1]，

該區域已於 2013 年 6 月 5 日建設完畢，使用

IPv4/IPv6 雙堆疊的網狀連接，連通越南全國

IPv6 網絡，提供 DNS、VNIX 以及 ISP 之間的互

聯網路。其中 DNS 提供全國 IPv4 / IPv6 雙堆疊

服務，VNIX 用於連接本地互聯網與各 ISP，換

言之，VNIX 是中繼轉接站，分別設置於河內、

峴港和胡志明市三大城市中。

此外，VNNIC 也負責維護與推動越南全國

的 IPv6 服務重責，其提供的網路應用服務有

DNS、Web、電子郵件、VOIP 及隧接技術等服

務。目前全國的 IPv6 網路已經部署完畢且運行

中。

表一、越南十大 ISP 業者具備 IPv6 功能 (Dec 2016) [1] 表二、越南十大 ISP 業者使用全球性單一 IPv6 位址 [1]

表四、越南十大 ISP 業者 IPv6 連網速率 (Dec 2016) [1]表三、越南十大 ISP 業者使用 6to4 與 Teredo 隧道技術連網 [1]

ISP Unique IPv6 addresses

1. Fpt-vnnic 228

2. vtc-vnnic 66

3. Vtc 34

4. Vnnic 28

5. Fptdynamicip 19

6. Netnam 19

7. Spt-vnnic 16

8. Cmctel-vnnic 5

9. Netnam-vnnic 4

10. Cmctelcom 2

ISP
IPv6 
test 
count

IPv4 IPv4% IPv6 IPve6%

1. vtc-vnnic 47 2 4.3% 45 95.7%

2. Spt-vnnic 31 6 19.4% 25 80.6%

3. Ftp-vnnic 349 107 30.7% 242 69.3%

4. Vnpt-Vnnic 113 39 34.5% 74 65.5%

5. Netnam 28 10 35.7% 18 64.3%

6. Cmcti-Vnnic 7 3 43.9% 4 57.1%

7. Vnnic 42 21 50.0% 21 50.0%

8. Netnam-vnnic 12 2 83.3% 2 16.7%

9. Fptdynamicip 21 0 100.0% 0 0.0%

10. Cmctelecom 7 0 100.0% 0 0.0%

ISP Test count IPv6 average

1. Spt-vnnic 31 22.9Mbps

2. Vnpt-vnnic 113 8.1Mbps

3. Ftp-vnnic 349 6.3Mbps

4. Fptdynamicip 21 4.7Mbps

5. Netnam-vnnic 12 2.1Mbps

6. Cmctel-vnnic 7 1.4Mbps

7. Netnam 28 0.9Mbps

8. Vnnic 42 0.0Mbps

9. Vnpt-vnnic 47 0.0Mbps

10. Cmctelcom 7 0.0Mbps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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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網路應用服務敘述如下：[1]

1. DNS 查 詢 服 務 及 下 屬 領 域 vnnic.net 建 設

VNNIC DNS 服務器系統來提供和維護下級

域 vnnic.net 穩定運行，該網絡的成員連接到

IPv6 VNNIC 的 vnnic.net 域，會員可在這領域

部署服務。

2. VoIP 服務

 VNNIC 系統提供 VoIP SIP 電話號碼成員連接

到 IPv6 網絡，成員可在手機上安裝 app 進行

通話，會員也可以通過 SIP 電話完全免費的

相互聯繫，提供每個成員最多5個 SIP帳號。

3. 電子郵件服務

 成員可以使用 IPv6 地址的電子郵件相互溝

通，最多可提供每個成員 5 個 @ipv6.vnnic.

net 形式的電子郵件地址，每個郵箱大小為

50 MB。

4. FTP 服務

 在 IPv6 地址上運行 FTP 服務器，讓會員有

機會獲得 IPv6 相關的訊息。

5. 訪問培訓 IPv6 入口網站

 成員通過 IPv6 全球入口網站可以參加 IPv6

的培訓、上層 VNNIC 培訓，以及從該網站獲

取在越南和世界各地佈署 IPv6 的狀態及最

新狀態。

6. 訪問隧道代理

 成員在連接到 VNNIC 隧道代理的系統，可得

到 VNNIC 的 IPv6 地址以及一個公用 IPv6 位

址，成員可以使用越南和世界的 IPv6 資源。

[http://tb.ipv6.vnnic.net/]。 連 接 VNIX IPv6 會

員資料如下 :（ISP/ 地點 / 容量 (Gbps)/ASN/

IPv6 網段）

1. 越南互聯網絡信息中心（VNNIC）/ 河內市

/1/23 902/2001：0DC8 :: /32。

2. 越南互聯網絡信息中心（VNNIC）/ 胡志明市

/1/24 066/2001：0DC8 :: /32。

3. 越南互聯網絡信息中心（VNNIC）/ 峴港市

/1/24 089/2001：0DC8 :: /32。

4. 計 算 和 數 據 通 信（VDC） 公 司、 越 南

郵 政 集 團 和 電 訊（VNPT）/ 河 內 市

/10/7643/2001：0EE0 :: /32。

5. 計 算 和 數 據 通 信（VDC） 公 司、 越 南

郵 政 集 團 和 電 訊（VNPT）/ 胡 志 明 /20 

7643/2001：0EE0 :: /32。

6.  FPT 技術開發股份投資公司 / 河內市 /1/18 

403/2405：4800 :: /32。

7.  FPT 技術開發股份投資公司 / 胡志明市 /1/18 

403/2405：4800 :: /32。

8.  Viettel 電信公司 / 河內市 /10/7552/2402：

0800 :: /32。

9.  Viettel 電 信 公 司 / 胡 志 明 市 /20 

/7552/2402：0800 :: /32。

10. Viettel 電信公司 / 峴港市 /2 /7552/2402：

0800 :: /32。

11. Netnam 公司 / 河內市 /1 /24 173/2401：

E800 :: /32。

12. Netnam 公司 / 胡志明市 /1 /24 176/2401：

E800 :: /32。 

13. 西貢郵政電信服務股份公司（SPT）/ 河內

市 1/7602/2402：F800 :: /32。

14. 西貢郵政電信服務股份公司（SPT）/ 胡志

明市 /1/7602/2402：F800 :: /32。

VNNIC、VNIX 推展 IPv6 現況

VNNIC 在今年 8 月 24-25 日於胡志明市與

西貢市舉辦了兩場重要活動，即 VNNIC IP 成員

越南

圖二、越南的 IPv6 網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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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以 及 VNIX-NOG（VNIX Network Operators 

Group）會議。會議過程所使用的網路服務是由

( 胡志明市 ) NetNam ISP 業者提供雙推疊 IPv4

和 IPv6 網路通訊服務。會議的工作報告討論

NIR 政策內容，參與 NOG 會議的人員包括越南

主要的電信公司和 ISP 業者，以及國際互聯網

協會、APNIC、Google 與 BBIX 等約七十多位代

表 [2]。

與 會 人 員 除 了 發 表 IPv6/IPv4 相 關 技 術

外，也提供經驗分享，例如 Nguyen Tran Hieu

（VNIX）分享了河內市和胡志明市之間網絡封

包交換的統計數據，但大多數 ISP 業者並無提

供 Peering IPv6，而且使用的比例太少，只有

0.1％，故 NIX 之 IPv6 流量被忽略不計。

2016 年 VNNIC 國家 IPv6 工作小組宣布了

國家 IPv6 行動（Mobile）計劃，對未來幾年部

署發揮積極鼓舞作用，譬如，國營的 VNPT 已

經完成部署 IPv6 相關設施，使現在的行動網

路提供 100％的 IPv6 服務，幾乎涵蓋所有專線

（leased line）業務，以及其中 60％以上是寬

頻用戶。圖三顯示越南總頻寬可達 182 Gbps，

圖四為連接 VNIX 河內市的 ISP 的 IPv6 封包

圖三、越南近 15 年之行動網路頻寬成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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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連接 VNIX 河內市的 ISP 的 IPv6 封包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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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圖五為通過 VNIX 的三個城市（胡志明

HCM、峴港 DN 與河內 HM）網域名稱流量百分

比 [3]，由此圖可知，胡志明市的 IPv6 使用率

最高，佔了全國六成以上，其次為河內市約三

成七，而峴港市的IPv6使用率最低，不到一成。

VNIX 提供越南各 ISP 之間的封包交換平

台，主要擔負連接分佈於河內市、峴港市與

胡志明市等三大城市之 ISP 業者，有兩種 ( 不

同頻寬 ) 類型的連接埠：n x 1 Gbps 和 n x 10 

Gbps 如圖六 [5]。透過 VNIX 連接 ISP 業者的好

處有 :

1. 網接成星狀架構，可有效降低網路建設與維

護成本。

2. ISP 業者相互間的封包流量可順利進行，

VNIX 部署在 3 個地區，可確保 ISP 間的流

量平穩轉移。

3. 提高網絡服務質量與減少延遲，提高使用

ISP 連接的效率。

.VN 名稱服務器列表如下：

1. A.DNS-SERVERS.VN， 海 外 194.0.1.18， 

2001：678：4 :: 12，Anycast。

2. B . D N S - S E R V E R S . V N ， H N - V N ，

203.119.10.105/2001：dc8：0：7 :: 105，

LB。

3. C . D N S - S E R V E R S . V N ， H C M  -  V N ，

203.119.38.105，LB。

4. D . D N S - S E R V E R S . V N ， D N  -  V N ，

203.119.44.105，LB。

5 .  E . D N S - S E R V E R S . V N ， H N  - V N ，

越南

 
圖五、通過 VNIX 的網域名稱流量百分比

圖六、VNIX 與各 ISP 連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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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19.60.105，LB。

6 .  F . D N S - S E R V E R S . V N ， H C M  -  V N ，

203.119.68.105，LB。

7. VN.CCTLD.AUTHDNS.RIPE.NET， 海 外，

193.0 .9 .126/2001：67c：e0 : :  126，

Anycast。

 

越南申請 IPv6 位址的方式

1. 目前越南最大的網路服務供應商（ISP）─

越南互聯網絡信息中心（VNNIC）已經備妥

IPv6 位址供組織和個人申請。

2. VNNIC 也 是 管 理 國 家 IP 位 址 的 組 織， 與

IPv4 一樣，VNNIC 提供的 IPv6 地址具可攜

性，可連接到任何 ISP 業者，目前有 50 個

公司 ( 或組織 ) 申請 IPv6 位址，如下所示 : 

3. VNNIC 也負責 IPv6 的推廣與培訓課程，培

訓的項目有 (1) 2 天課程：設計與目標規劃，

學員將了解 IPv6 的基礎知識，以及如何在

電腦上配置 IPv6，或學習分區 IPv6 位址空

間使用。(2) 4 天課程：專為學生提供深入

了解有關 IPv6 課程，學生可以利用先前基

礎再深入其他 IPv6 技術，把自己的工作結

合學到的 IPv6 路由結構服務，來規劃建立

網絡。

越南網域名稱數達到 400,000 里程碑

一、VN 網域名稱現況

到 2017 年 4 月為止，越南已有超過 40

萬個用戶使用 .vn 網域名稱。近年申請 .vn 網

域的用戶數量皆穩定成長，年增率持續保持

10％以上，有越來越多的新創企業 ( 或組織 )

比以往更積極註冊域名，在今年錢三個月就有

超過 15,000 域名是由組織和企業新註冊，而

達成 40 萬域名數量的主力是 VNNIC 與國內幾

家主要的 ISP 業者。網域名稱 .vn 與其他網名

如 .com、.net 或越南的 .biz 相比，儘管仍然寡

不敵眾，但 .vn 的申請數目一直都在增加。.vn

的主要措施有 : 提高註冊服務商服務的質量、

改善公共服務和客戶服務、擴大 .vn 的增值服

務、加強 .vn 的法律和商業環境的公平性和透

明度、提高公眾越南互聯網用戶的意識、以及

向公眾提供有關域名的資訊 [7-8]。

二、國家代碼頂級域名

1. vn 域名被允許在第二級 vn 和第三級註冊

（com.vn，org.vn，net.vn ... 等）。

2. 通用第二級域名（gSLD）是指由組織部門組

成，包括以下：

A. COM.VN：對於從事商業活動的組織和個人。

B. BIZ.VN：對從事經營活動的組織和個人，等

同於域名「.COM.VN」。

C. EDU.VN：對於從事教育和培訓活動的組織和

個人。

D. GOV.VN：對於中央與和地方一級的國家機構

和組織。

E. NET.VN：對於參與在線服務的建立和提供組

織和個人。

F. ORG.VN：對於參與政治、文化和社會活動的

組織。

G. INT.VN：對於基於越南的國際組織。

H. AC.VN：對於參與研究活動的組織和個人。

I. PRO.VN：對於涉及高度專業領域的組織和個

人。

J. INFO.VN：對於參與創建、分配和供應信息

的組織和個人。

K. HEALTH.VN：對從事藥品和醫療活動的組織

和個人。

L. NAME.VN：對從事互聯網相關活動的個人的

專有名稱。

M. 其他域名類別。

根據「越南互聯網資源報告 2017」，今

年使用「.vn」網域名稱的 IPv6 用戶數目有明顯

增加情況，另在黨和國家機構的 27 個網站正

在使用 IPv6 地址，以及現有 28 個 IPv6 Ready 

Logo 論壇。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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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STT 成員 網絡名稱 IPv6 地址

1 胡志明市電信有限公司 MTT-VN 2405：CB00：0 :: / 48

2 CS 公司 LCS-VN 2405：CD00：0 :: / 48

3 信技術中心發展銀行 BIDV-VN 2001：0DF0：029C :: / 48

4 參股 CMC 電信基礎公司 CMCTI-VN 2402：5300 :: / 32

5 Scancom 公司 SCANCOM-VN 2001：0DF0：0221 :: / 48

6 JSC DTS 通信技術 DTS-VN 2400：9100：0 :: / 48

7 科技股份公司 VNTT-VN 2404：3A00：0 :: / 48

8 西貢旅遊有線電視公司 SCTV-VN 2403：E200 :: / 32

9 FPT 股份公司在務 FPTONLINE-VN 2001：0DF0：0066 :: / 48

10 JSC FPT 電信公司 FPT-VN 2405：4800 :: / 32

11 VI 服務信息技術 Vinadata-VN 2001：0DF0：001A :: / 48

12 INET 公司 INET-VN 2001：0DF0：001B :: / 48

13 河內科學技術大學 HUT-VN 2001：0DF0：001C :: / 48

14 服務電信電子商務 HOPTHANH-VN 2001：0DF0：001D :: / 48

15 越南外交部 外交部 -VN 2001：0DF0：0019 :: / 48

16 西貢郵政電信公司 SPT-VN 2402：F800 :: / 32

17 軍事電信公司 VIETTEL-VN
2402：0800 :: / 32
2401：D800 :: / 32

18 河內電信股份公司 HTCHCMC-VN 2001：0df0：0012 :: / 48

19 VINA 集團公司 VINAGAME-VN 2001：0df0：0013 :: / 48

20 VTC 多媒體通信公司 VTC-VN 2401：B800 :: / 32

21 南網股份公司 NETNAM-VN 2401：E800 :: / 32

22 KIS 越南證券公司 KIS-VN 2001：0df0：000C :: / 48

23 越南工商銀行 VN 2001：0df0：000F :: / 48

24 河內電信股份公司 河內電信 -VN 2001：0df0：000D :: / 48

25 信息科學與技術系 VINAREN-VN 2406：9000 :: / 32

26 杜光軟件園 QTSC-VN 2403：6000 :: / 32

27 郵電總公司越南 VNPT-VN 2001：0ee0 :: / 32

28 VNPT 投資公司 VNGTGLOBAL-VN 2001：0DF0：02E8 :: / 48

29 全球數據服務公司 DS-VN 2407：0100 :: / 32

30 越南通訊社 VNA-VN 2001：0df0：000E :: / 48

31 越南股份制商業銀行 VPBANK-VN 2001：DF2：F000 :: / 48

32 JSCNaHi NAHI-VN 2001：DF6：7000 :: / 48

33 職訓局有限公司 VTCDIGICOM-VN 2400：BC80 :: / 32

34 FPT 軟件有限公司 FPTSOFTWARE-VN 2001：DF4：D800 :: / 48

35 Viettel 公司 VTDC-VN 2401：5f80 :: / 32

36 檔案號碼公司 LUUTRUSO-VN 2001：0DF3：5C00 :: / 48

37 Mobifone 電信公司 MOBIFONE-VN 2001：0DF3：8C00 :: / 48

38 民辦高校 DTU DUYTAN-VN 2001：0DF6：3400 :: / 48

39 郵政公司越南 VNPOST-VN 2001：0DF6：2C00:: / 48

40 全球應用技術公司 GLTEC-VN 2001：0DF7：CC00 :: / 48

41 柏田科技股份公司 TPTECO-VN 2001：0DF0：2A00 :: / 48

42 仁安和軟件有限公司 NhanHoa-VN 2001：0DF1：3200 :: / 48

43 JSC GMO-Z.com RunSystem-VN 2404：F080 :: / 32

44 貿易服務南榮情報公司 VinaCIS-VN 2404：EF80：0000 :: / 48

45 DCNET 電信公司 DCNET-VN 2404：EE80：0000 :: / 48

46 錫越南科學院研究所 IOIT-VN 2001：0DF2：6600 :: / 48

47 業務數據網公司 ODS-VN 2405：9D80 :: / 32

48 中央郵政局 CPT-VN 2001：0DF2：CE00 :: / 48

49 巴赫胡志明市總公司 VEGA-VN 2001：0DF2：CA00 :: / 48

50 越南互聯網信息中心 VNNICDNS-VN

2001：0DE8：0003 :: / 48
2001：0DE8：000A :: / 48
2001：07FA：0006 :: / 48
2001：0dc8 ::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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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網址申請方式

1. 申請資格

(1) 越南網址註冊 .vn 不需審核資格，原則先申

請先發給，另申請不受註冊人國籍限制，

也不需要在越南當地居住的證明。

(2) 全面開放：從 2006/08/01 起越南網域已經

全面開放註冊。

(3) 只有團體 / 公司才能註冊 2LD.vn 域名。一

旦註冊成功，域名所有人 / 團體的信息將

不能被更改。3LD.vn 域名允許任何團體和

個人申請。

2. 註冊規則

(1) 只能用英文字母、數字、連字符號

(2) 不能有空白或其他標點符號

(3) 連字符號不可為字頭或字尾

(4) 字元數介於 3~63 之間（63 字元包含 .vn 字

尾）

3. 資料填寫，如城市名稱的縮寫 必須符合越

南註冊局規定的城市名稱對照表

4. 越南網址 DNS 修改費為 350 美元（https://

name.080.net/domain/domain/instro/4_9.

html）[6]

越南 IPv6 在物聯網發展扮演角色

未來幾年 IPv6 的發展對越南而言，是一個

緊迫且重要的工作，因為 IPv6 提供了更大的

IP 位址能力，寬廣的連接網路設備能力，並且

提供比 IPv4 更佳的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在物聯

網發展扮演重要角色，進一步為社會經濟發展

提供一個商業平台，換言之，越南的網路基礎

建設提供了國內經濟發展的能量。由於政府持

續投入大量的資金於互聯網的技術與應用，在

去年互聯網用戶數量已經達到總人口的 60％以

上，在電子商務、電子政務與電子醫療的發展

上也取得顯著的成就。然而，為了不斷增長經

濟，越南正逐步建構 IPv6 網路至 2020 年 [7]。

從 2013 年 開 始， 每 年 舉 行 一 次 的 越

南 IPv6 日， 國 家 行 動 計 算 計 劃（Mobile 

Computing）的官方目標 ( 或最後階段 ) 是將整

個國內網絡從 IPv4 轉移到 IPv6，提供全國各

地聯網服務。因此，IPv6 與物聯網相關議題

研討會陸續展開，討論的主題大都圍繞在分析

IPv6 與物聯網業者等企業，或公司組織的 IPv6

部署規劃，還有如何相互協同運作與資源共享

等。大家一致的共識，認為物聯網將帶來經濟

發展的巨大利益，包括工業革命 4.0、互聯網、

智能農業、工業高科技、智能醫療以及智能交

通等設備，都可透過物聯網技術相互連接，所

以推動 IPv6 日益迫切。但越南仍有應用程序引

發的許多挑戰，使該國 IPv6 使用率偏低。

根據 Google 統計數據，在全球使用 IPv6

的增長速度比上年同期增加，呈現穩定成長趨

勢，預測到 2019 年，成長率將達到 100％。

專家還預測，到 2020 年，全球將有 500 億個

網路設備經由互聯網連結一起。儘管如此，越

南仍是少數幾個在佈署 IPv6 有顯著成長的國家

之一，如越南 IPv6 部署率在亞洲排第 5 名，

全世界排名第 34。此外，VNNIC 也將引入低功

耗無線網絡（6LoWPAN）技術部署 IPv6。企業

參加研討會可以交流經驗，或吸收技術解決方

案，但需要主動更新 IPv6 相關的信息，以確保

在產品、服務以及 IPv6 的發展得到最佳的利

益。特別是對於企業網路，藉由企業間提供互

聯網服務，可創造新的商業機會，滿足市場和

消費者的需求。透過國家主導的市場發展，期

望以最有效地經濟發展，達到資源共享目的及

創造更高的社會利益。

鼓勵投資與建設 IPv6 和物聯網

IPv6 和 IoT 以及相關網路發展在越南已經

是持續很長時間的熱門話題，但 IPv6 的應用服

務還是很少。根據「國家 IPv6 行動計劃」，第

三階段（2016-2019 年）是 IPv6 業務的正式

過渡階段，是推動 IPv6 部署到全國各單位、政

府機關和 IT 企業的重要階段，將 IPv6 廣推到

互聯網用戶社區。繼 IIPv6 日成功舉辦之後，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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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展開的研討會為「IPv6 與物聯網」，將闡

述 IPv6 與物聯網行業的關鍵作用和密切關係。

在國家 IPv6 與物聯網結合建設的政策中，部署

IPv6 和投資於物聯網技術的本地企業可能有資

格獲得利益，例如前四年免徵公司稅，或連續

九年減免企業所得稅的 50％，包括製造軟體、

投資和研發 IPv6 產品、對用於製造 IPv6 產品

的所有材料備件和零部件免徵進口稅等，或免

徵進口商品和設備的增值稅都有相當吸引力。

ISP 業者如 VNPT 和 FPT 的代表展示了公司

在物聯網領域的研究和成果，並討論部署 IPv6

的計劃，讓組織成員和客戶能夠實施新時代的

技術。其中 FPT Telecom 為越南首家 ISP 業者，

提供 IPv6 服務已經一年了，在這段時間裡，他

們的用戶數已經超越一百萬戶。為了搭上全球

IoT 趨勢潮流，政府當局、ISP 業者、電力公司

和物聯網企業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越南兩大電信業者佈署 IPv6 現況

一、FPT 電信在 IPv6 部署中處於領先地位

目 前 IPv6 國 家 行 動 計 劃 的 初 創 階 段

（2013-2015）已完成，進入第二階段（2016 

- 2019 年）實施 IPv6 轉型 [11]。越南的 IPv6

部署率為 14.06％，IPv6 流量平均為 7 Mbps。

主導越南 IPv6 部署的三大公司分別為 VNNIC、

FPT 以及 NetNam。其中 FPT 電信在越南的 IPv6

部署中處於領先地位，其在國內與全球建立了

IPv6 連接。越南互聯網中心（VNIC）也確認

FPT 電信已完成全國主要城市間 IPv6 架構的部

署。

目 前 為 止，FPT 電 信 已 成 功 連 接 到

Google、Facebook 社群網站、以及其他 IPv6 網

站，約有 91,200 個客戶，平均擁有 30-40 GB

的流量 [11]。預計加入 IoT 服務時，將有越來

越多的網路應用與服務、軟體和硬體設備的建

置出來。另根據資料顯示，FPT 電信在 IPv6 部

署中名列世界第 16 位，在越南全國約有 80 多

萬家庭用 IPv6 上網服務，在東南亞 IPv6 的部

署程度，僅次於馬來西亞，FPT 之數據中心未

來將實現 IPv6 服務占運營的 30％客戶 [12]。

二、Viettel 提供 IPv6 服務的時程

根據測試結果顯示，越南另一家 ISP 業

者 : Viettel 4G 在目前的網路終端設備速度可達

300 Mbps，甚至在 4G 覆蓋範圍內的任何地方

提供 720p 高清視頻服務。在促進國家 IPv6 發

展工作小組的領導下，Viettel 一直積極參與過

渡進程，並緊跟著國家發展路線前進。Viettel

預定於 2019 年前，全面於固定寬頻業務、移

動和 IDC 主機提供 IPv6 服務。

目前 Viettel 已持續在越南 28 個省市部署

IPv6 固定頻寬，預定 2017 年前擴展到其他城

市的客戶，並透過越南國家互聯網交換（VNIX）

連結國內 IPv6 網路與國際 IPv6 網路，Viettel

還成立了 IPv6 IDC 託管服務中心。Viettel 現在

是越南排名第一的電信公司，擁有 101,000 個

基站，也被稱為全球 4G 網絡快速成長的電信

公司。 2017 年上半年，Viettel 完成了 36,000

台 BTS，4G 網絡覆蓋率約為 72％同年 8 月，

Viettel 的行動用戶已達越南行動用戶總數的

51.8％，約 6200 萬用戶 [13]。

值得一提的是，若以越南 IPv6 用戶使用

率比較，FPT 與 VNPT 兩家 ISP 業者是全國前

兩名，第三名是 CMC Telecom（1.2％），依序

為 NetNam（0.4％）、Viettel（0.28％）、ODS 

（0.18%）及 Superdata（0.09%）等。資料顯示，

截至 2017 年 7 月底，FPT 約有 88.2 萬家庭用

戶使用 IPv6 固定頻寬服務，其 IPv6 使用量達

到 34.6％。另 VNPT 也在全國 22 個省市約 50

萬個固定頻寬用戶部署了 IPv6，VNPT 的 IPv6

使用率從今年 1 月原本 0.03％快速上升到 10

月 7.92％ [14]。

小結

隨著物聯網技術的成熟，用戶對 IPv6 的需

求將更加迫切，ISP 業者和 IT 應用提供商之間，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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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合作建立穩定的經營型態，IPv6 流量才能增

加。目前越南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大致備妥，企

業也已經準備好人才，有豐富的條件向客戶推

出 IPv6 服務。毫無疑問，IPv6 和 IoT 不僅在越

南，而且在全球也是熱門話題。考慮到工業 4.0

技術演進及實施 IPv6 的有效性，現行的 IoT 將

納入 IPv6 技術，是不可避免的一種解決方案。

總而言之，IPv6 是未來滿足 IoT 相關技術之發

展與安全性、可擴展性和連通性等需求的關鍵

解決方案。為了跟上全球物聯網趨勢，越南政

府部門、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CSP) 以及相關單

位，需要更積極的投入網路設備升級，才能提

供多樣性的 IPv6 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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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中國大陸在網路技術起步較晚，使用上也相對落後，大多使用 IPv4

位址透過 NAT 轉換成數個私有 IP 的方式運作，所以位址短缺問題嚴重，

另外，也因為中國商業情境與其他自由市場經濟不同，消費者選擇不多，

所以對 IPv6 的重要性較晚才意識到，但卻加大政策的力道，希望在未來

的產業發展能夠後來居上。隨著網路的快速發展，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問

題在網路上越來越凸顯，加上中國移動通信、物聯網、智慧城市這些應用

也產生大量網路位址和功能變數名稱的需求，中共中央終於意識到唯有

解決這個網路基礎問題，才有機會實踐十三五國家資訊化規劃。所以從

2016 年開始，陸續公布了一系列指導計畫。

在 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

劃的建議》提出超前佈局下一代網際網路，全面向 IPv6 演進，7 月《國家

資訊化發展戰略綱要》中提出加快下一代網路大規模部署和商用；12 月

「十三五」中正式確定了 6 大方向、10 大任務、16 項工程、12 項優先行

動和 6 大政策措施，要求在 2018 年進行大規模 IPv6 測試並商用部署，

2020 年全面導入 IPv6。

在市場方面，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目前分

別都有一些進展，中國電信從 2013 年底啟動大規模 IPv6 商用試點，而中

國移動在 9 省市投入 IPv6 試點，中國聯通也已進行了大量 IPv6 技術實驗

和小規模試點，預計 2025 年，中國網路將全面支援 IPv6，形成全球領先

的下一代網路技術產業體系。

亞洲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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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一、政府推動方面

中國在 2016 年針對下一代網際網路戰略

地位更加明確，於 3 月《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提出超前佈局下一代網際網路，全面向網際網

路協議第六版（IPv6）演進，在 7 月出台的《國

家資訊化發展戰略綱要》中提出，加快下一代

網路大規模部署和商用；在 12 月，國務院審

議通過《「十三五」國家資訊化規劃》，其中

確定了 6 大方向、10 大任務、16 項工程、12

項優先行動和 6 大政策措施，要求在 2018 年 

IPv6 進行大規模測試並商用部署，2020 年全

面升級至 IPv6。

到了今年（2017）1 月《關於促進移動

網際網路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進一步提出：

「全面向 IPv6 演進升級」，所以到 11 月時，

中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推

進 IPv6 大規模部署行動計畫》，宣示要在 5-10

年內建造全球最大的 IPv6 商用網路，並要求運

營商、ICP 等相關單位到 2018 年底，以市場驅

動的良性發展環境，中國 IPv6 活躍使用人數達

到 2 億，在總網路使用者占比不得低於 20%，

中國大陸 IPv6推動及發展進程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古東明

而中國國內排名前 50 名的商業網站也必須全

面支持 IPv6；再於 2020 年底，市場驅動的良

性發展環境日臻完善時，IPv6 活躍用戶數超

過 5 億，在網路用戶占比超過 50%，新增網址

將不再使用 IPv4；最終到 2025 年底時，中國

IPv6 網路規模、使用者規模、流量規模位居世

界第一，網路、應用、終端全面支援 IPv6，全

面全程平滑演進升級，形成全球領先的下一代

網路技術產業體系。

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信息通信行業發展

規劃（2016 － 2020 年）》是指導資訊通信

業未來五年發展、加快建設網路強國、推動

「四化」同步發展、引導市場主體行為、配置

政府公共資源的重要依據。其中要求未來須支

援 IPv6 應用服務建設，鼓勵移動網路應用應

採 IPv6 進行開發和服務，實現中國內部主要

網站均支持 IPv6，手機應用排名前 100 大的中

文 APP 有 80% 支援 IPv6。另外，《百城千鎮

IPv6 指標體系》，亦參照國家部委有關要求，

發佈了 100 個城市、300 個網路小鎮、100 個

園區、100 個行業的 IPv6 評價指標體系，以推

進未來網路試驗床建設，強化中國內外節點部

圖一、中國 2016-2018 政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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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和互聯互通，參與國際標準研究制定，增強

未來網路自主創新能力。

2017 年開始，中國根據《「十三五」國

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要求，針對寬頻

鄉村示範工程、「網際網路 +」工程、大數據

發展工程、集成電路發展工程、人工智慧創新

工程五大重點工程相繼展開；根據《「十三五」

國家資訊化規劃》規劃，北斗系統建設應用

行動與新型智慧城市建設行動等重點行動計

劃也都將從 2017 年開始實施。整體說來，從

「十三五」開始，新一代網際網路、5G 網絡、

北斗系統等網絡基礎設施將陸續進入部署和應

用階段，推進「寬頻中國」戰略。

在中國國務院公佈《推進 IPv6 大規模部

署行動計畫》全面推動，並配合推進網路實名

制後，下一代網路國家工程中心也宣佈由該中

心牽頭發起的「雪人計畫」已在全球完成 25

台 IPv6 根伺服器架設。其中有 1 台主根伺服

器、3 台輔根伺服器是部署在中國，打破了過

去沒有根伺服器的困境。同時，下一代網路

國家工程中心正式宣佈推出 IPv6 公共 DNS：

240c::6666。希望透過免費提供性能優異的公

共 DNS 服務，為廣大 IPv6 用戶打造安全、穩

定、高速、智能的上網體驗，協助《推進 IPv6

大規模部署行動計畫》具體落實。下一代網際

網路國家工程中心聲稱在北京、廣州、蘭州、

武漢、芝加哥、弗裡蒙特、倫敦、法蘭克福等

地部署遞歸節點，目的希望透過這種 IPv6 BGP 

Anycast 的部署方式，實現讓用戶以就近接取，

讓域名在解析到根伺服器的接取延遲大幅縮

小，確保速度得到重要保障。不僅如此，IPv6

公共 DNS 將透過主動同步 com/net 域名、緩存

熱點域名等措施，減少遞歸過程，以求實現快

速應答。

近日，為響應中國 IPv6 部署計劃，協助

中國出海企業構建下一代網路，Zenlayer 宣布

從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開放全球

IP 骨幹網中的 18 個節點，為中國企業出海提

供免費 IPv6 接入。事實上從 2017 年開始，

Zenlayer 就加速建設和部署全球邊緣計算及連

接平台，以 SD-WAN 技術為基礎，建設開通了

全球 IP 骨幹網，打通旗下全球 70 多個數據中

心，為企業出海提供 IPv4 接入服務。

Zenlayer 宣布將在 2018 年全球推出 IPv6

服務，並從即日起在其全球骨幹網中的 18 個

節點，為中國企業出海提供一年免費的 IPv6 接

入服務，分別是香港、新加坡、台北、東京、

雅加達、杜拜、洛杉磯、舊金山、達拉斯、芝

加哥、華盛頓、邁阿密、法蘭克福、倫敦、阿

姆斯特丹、巴黎、莫斯科、約翰內斯堡，未來

圖二、中國下一代網際網路研究圖

 
圖三、Zenlayer 全球 IP 骨幹網圖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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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陸續開放更多的節點提供免費接入。

二、ISP 服務方面

目前，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分別為中國電

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在十三五規劃中明

確的指出要「超前佈局下一代網路，全面向 

IPv6 演進升級」，三大運營商要建立大規模的

IPv6 商用網路，核心網路也要全數支援 IPv6/

IPv4 雙通道。目前三家電信公司分別都有一些

進展，主要是在都會區網路骨幹核心和業務控

制層的升級改造，用 IPv6 固網覆蓋寬頻接入

一般用戶，以及自營業務升級支援 IPv6 與 IDC

升級改造。分別來看，中國電信從 2013 年底

就啟動大規模 IPv6 商用試點，而中國移動在 9

省市投入 IPv6 試點，中國聯通也已進行了大量

IPv6 技術實驗和小規模試點，預計未來兩年內

要發展到 IPv6 商用規模。在 2016 年 11 月，

發改委在廣州啟動「網際網路 +」的廣電 IPv6

雲資源交換中心專案，此專案的實施將形成廣

電行業 IPv6 演進的標準規範，使廣播電視網路

從應用、平臺、網路、終端具備向 IPv6 遷移的

條件，提升廣電網路行業的未來競爭力。中國

三大電信運營商在進行 IPv6 試點的同時，也規

劃了 IPv4 過渡到 IPv6 的時間表，以下為三大

電信運營商相關數據：

1. 中國電信：目前全網都會區網路邊緣的寬

頻網路接入伺服器 / 多業務邊緣路由器已有

96% 支援 IPv6 協定，超過 220 個都會區網

路開啟了 IPv4/IPv6 雙棧協議，全國三星級

以上 IDC 已全部支援 IPv6 接入。

2. 中國移動：在北京、上海等十幾個城市已對

移動 / 固定接入網、移動核心網、IP 都會區

網路、IP 骨幹網進行 IPv6 升級，同時改造

部分業務平臺支援 IPv6。

3. 中 國 聯 通： 已 完 成 對 China169 骨 幹 網 的

IPv6 改造，骨幹所有核心層設備和北京、上

海、廣州、深圳、瀋陽、大連、濟南、青島、

鄭州、武漢等十個試點城市骨幹網設備開啟

了 IPv4/IPv6 雙棧協議，並對 40 個四星和五

星機房進行了 IPv6 改造。

中國電信運營商正積極發展 IP 業務，並致

力建設基礎設施以支援大範圍的 IP 服務，目前

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下一代網路（NGN），

而且中國電信下一代網際網路還在迅速增加其

寬頻部署。因為 IPv6 普及率在很大程度上養賴

運營商，所以除了教育網，包括中國電信、中

國移動和中國聯通都在對進行骨幹網路的 IPv6

升級改造。此外，中國境內相關機構如又拍雲

等 CDN 服務商等已支援 IPv6，商業網站騰訊、

阿里巴巴等也已開始對旗下部分網站服務進行

IPv6 改造升級。

中 國 電 信 在 2014 至 2015 年 間， 展 開

IPv6 商用部署，實現部分地區的純 IPv6 接入，

並完成所有省份支撐系統的升級改造，實現

IPv6 覆蓋。在 2016 年，中國電信在中國電信

智慧生態合作暨終端產業峰會上，展示了推進

轉型戰略 3.0 及構建「智慧生態圈」的發展成

果，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 FDD 運營商、全球

最大光網運營商，以及全球最大的 CDMA+FDD

終端市場。根據中國電信發布的 2017 合作策

略，公司將在「十三五」期間與產業共創智慧

連接、智慧家庭、網路金融、新興 ICT、物聯

網五大業務生態圈。在寬頻接入方面，中國電

信已經向有寬頻網路接入需求的公眾使用者和

政府企業客戶分配 IPv6 位址，使之具備接取

IPv6 資源的能力，也在 2017 年啟動了 CN2 網

路擴容工程，內容包括四大方面：107 台接入

Switch 和 18 台 Route-Reflector、184 台業務路

由器和全國 31 個省份的省際及省內的系統整

合服務，含新建及擴充共 788 台設備。

三、學術網路方面

中國下一代網路（CNGI）是 2003 年由政

府發起，資助了推進中國網路基礎設施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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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重點是導入 IPv6 來滿足網路日益增長的需

求。中國教育研究網絡（CERNET）正在發展和

部署中國第一個支持 IPv6-only 的骨幹網絡「中

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CERNET2）」，該網絡

連接了中國境內 300 多個學術、工業和政府研

究院。

相較於電信業者缺乏 IPv6 的應用，中國

在教育界已有許多校園全面支援 IPv6，教育網

有超過 600 萬的 IPv6 用戶，是全球最大的純

IPv6 網路，例如：上海大學有 IPv6 校園能源

監控平臺，研究儀器設備能耗的監控方法，包

括 Web 服務、儀器設備監控、儀器設備控制和

資料分析演算法等，透過硬體模組對校園內各

種儀器設備進行監控和管理，來實現智慧校園

建設；清華大學也有 IPv6 本地鏈路的位址配

置和網路遷移技術 [1]，它提出一種可以簡化

IPv6 位址配置和網路遷移的新技術，透過給位

址起「名字」的方法，將IPv6冗長的位址與「名

字」建立映射關係，並通過 IPv6 本地鏈路位址

（link-localaddress）和群播位址，在相鄰網路

節點間傳遞這種映射關係，使網路系統管理員

可以通過配置「名字」的方式來替代傳統「位

址」配置，方便管理員的操作，也為大型 IPv6

網路位址更新和遷移提供了高效的技術手段。

四、使用者方面

中國在網路技術使用上相對落後，起步也

較晚，大部分人使用一個 IPv4 位址透過 NAT

轉換成數個私有 IP，結果導致位址短缺，但產

業鏈對 IPv6 無動於衷，因為在大部分國家中，

用戶選擇運營商服務它必須提供公有 IP，否則

就不選擇你的服務，在中國不同，消費者選擇

不多，加上也沒有非要公有 IP 不可的意識。

中國 IPv6 位址使用率目前只有 0.5%，兩

原因如下：

1. 電信運營尚未啟動IPv6基礎設施配套部署，

目前電信網路是在 IPv4 環境運行。

2. 網站不支持 IPv6 的訪問，即便使用者想用，

也沒有應用環境。

困擾中國網路的問題其實很簡單：中國

通過 NAT 技術實現多個用戶共用 IPv4 位址，

NAT44 減少了 IP 的消耗，並提供一定的安全

性，而與 NAT44 相比，IPv6 最大的優點是增

大了位址空間。CNGI-CERNET2 計畫總體技術

是「一個核心」和「八個堅持」，即以 IPv6 為

技術核心；堅持建設純 IPv6 網路的基本原則；

CERNET 是生產網，因此設計理念越簡單越好，

而 CERNET2 是實驗網，設計則越複雜越好。制

約中國下一代網路發展有幾個方面：一是採用

私有 IP 轉換，這是解決 IP 短缺的權宜之計，

但不利保障服務品質和網路安全，且會影響網

路長遠發展；二是缺少 IPv6 資訊資源；三是

網路安全防護現狀、防火牆管理控制等制約了

IPv6發展。美國2015年就公開IPv6升級政策，

中國為什麼要全面演進升級 IPv6 ？它全面演進

 
圖四、中國下一代網際網路網路骨幹

圖五、造成 IPv6 應用緩慢的主要因素分配圖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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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 IPv6 決策的科學、經濟、軍事 ( 國防 )、

法律和政治依據與考量究竟是什麼？

美國斷然「勒住」一窩蜂地向 IPv6 升級轉

型，也為從 1994 年就「全面接入網路」至今

20 多年來追隨不捨的中國網路空間業界敲響了

警鐘。隨著網路的快速發展，國家主權和國家

安全問題在網路上越來越凸顯，值此同時，像

是移動通信、物聯網、智慧城市這些應用也產

生大量網路位址和功能變數名稱的需求。雖然

美國有網路核心技術和關鍵資源，但在經過 13

年的 IPv6 升級過程後，終於發現「存在的障礙

是政策與技術的脫節問題」，所以不得不重新

規劃 IPv6 的升級轉型。顯然，解決網路位址空

間的 IPv6 升級或轉型不能缺少戰略思維，中國

必須深刻反省，IPv6 升級技術解決方案可能因

為政策脫節而「後繼乏力」，或網路主權繼續

受制於人，或因技術倉促而「盲人摸象」，又

或舊洞未補又添新縫 ( 安全問題層出不窮 )。

不論是「下一代網路」、「新一代網路」，

還是 ISO/IEC 倡議的未來網路，都必須擔當今

後 20-30 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網路變革與發展責

任，擔起構建具有主權的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

和新秩序的責任。

中國目前主要使用的 IPv4，如常用的路由

器位址「192.168.1.1」，但 IPv4 位址最多只有

40 億個，是無法容納現在高達數百億的終端設

備，但 IPv6 雖有 128 位，卻不能與 IPv4 互通，

這就會導致 ICP 與運營商升級需要大換血，付

出巨大的成本。現在全世界使用 IPv4 的用戶已

令網址供不應求，而中國人口預計到 2025 年

將超過 14 億人，再加上網路蓬勃發展，《推

進 IPv6 規模部署行動計畫》來得恰合時宜，因

為未來使用「固定IP」的網路用戶將大幅增多，

IP 管控須更精確，才能解決龐大用戶的網路塞

車問題。目前中國是採用 IP 位址轉換應對位

址不足問題，而部署 IPv6 後，將增加 340 兆

個 IP 位址，滿足市場需要的巨大網路空間，這

些「超海量數據」搭配人工智慧強大的計算分

析，將徹底改變現有的生活方式。另外，物聯

網的建設以及行動網路的大幅增加，也造成 IP

位址資源需求加大，在 IPv4 位址即將耗盡的情

況下，IPv6 龐大的位址空間以及諸多優勢和功

能，使其成為構築下一代網絡的重要基礎。預

計從 2015 年到 2020 年，中國 IPv6 流量將成

長 16 倍，年複合成長率 74%。目前各國政府

紛紛將 IPv6 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並制

定有關的發展策略。

IPv6 是比 IPv4 更精細的網路位址，採 128

位元，以 16 位元為一組，由英文與數字組成，

是未來網路擴充的基礎，有利於電腦精準找到

位址；IPv4 的 IP 位址僅由 32 位元組成，在

網路用戶急遽增加後已逐漸將位址耗盡。實際

上，每天有很多人是共用一個 IP 在聯網，也

因此， ICP 與運營商都覺得沒必要再多花錢，

但通訊專家項立剛並不這麼看，他告訴記者：

“IPv4 在美國發展佔用的 IP 資源是最大的，

所以對推進 IPv6 的動力並不大，但中國迫切需

要。”張毅同樣表示，目前中國沒有任何一台

IPv4DNS，「DNS 就是網路訪問指令的中轉站，

也是網路世界的主導權所在，如果升級 IPv6，

目前全球的 DNS 遠遠不夠，中國作為網路用戶

最多的國家應有更多參與機會。」

五、特殊應用方面

CERNET2 中的 IPv6-only 主機是基於特定

於前綴的無狀態轉換技術，它開發了稱為 IVI

對譯（RFC6219）[1]，允許 IPv4 和 IPv6 主機

彼此通信，且保持端到端地址透明度，其名稱

源於羅馬數字的四（IV）和六（VI）。在 IVI

設計中，ISP 的 IPv4 位址的子集嵌入在 ISP 的

IPv6 地址中，目前大量的 IPv6 用戶透過 IVI 連

接 IPv4 網絡，CERNET2 網絡沒有出現任何問

題，但在部署時卻遇到了一些挑戰，尤其是網

絡工程師缺乏 IVI 的經驗和知識，以及舊的操

作系統和應用程式不支援 IPv6 或在應用程式中

嵌入位址文本。IVI 技術是 CNGI 的關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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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年將用來連接另外 1,200 個學術和研究

機構到 CERNET2 網絡，以及部署原址驗證改

進（SAVI），以提高 IPv6-only 網絡安全性。

CERNET2 將繼續為未來中國新的商業網絡奠定

標準，以適應廣大中國用戶。

行動網路 IPv6 應用示範（FDD 系統）是

由中國聯通牽頭、中國聯通網路技術研究院承

擔，實現行動網路端到端支援 IPv6 的目標，

它提出了行動網路應用、網路和終端支援 IPv6

的總體技術和過渡方案，並研究 IPv4 和 IPv6

共存的行動網路方案，確保兩者互通和平滑演

進，已經開發了 10 個以上行動網路業務和應

用，發展超過 4 萬的行動網路 IPv6 用戶。

目前，嵌入式影片監控系統已成為中國內

外影片監控系統應用的主流，但是 IPv4 有位址

不足、不能合理分配頻寬、安全性能及移動性

能差等問題，IPv6 不僅能順利解決以上問題，

還具有可以提高影片傳送速率和傳輸品質等多

面優點。如何使嵌入式影片監控系統與 IPv6

技術相結合是當前監控系統研究的一個重要方

向。

攝像頭和視訊伺服器組合在一起稱為影片

服務端或網路攝像機，每個影片服務端分配一

個獨立 IPv6 後通過雙絞線接入網路，用戶端通

過 IP 網路直接訪問和控制影片服務端。影片監

控系統是採 ARM 嵌入式核心處理器的硬體平

臺，其中嵌入式系統中移植 TCP/IPv6 協定，在

原有 MPEG4 影片編碼基礎上採用了新的運動估

計，優先估計向量分佈概率演算法進行優化，

同時對影片傳輸演算法作了相應的改進。系統

結合了串流技術、IPv6 技術、嵌入式技術等優

點，實驗證明該系統影片監控部分取得良好效

果。

 

六、其他方面

中國官方 11 月發布了推進 IPv6 規模部署

行動計畫，中國學者表示 IPv6 位址因數量足

夠，為了更好地定位每一位用戶，中國將編寫

一套 IP 位址生成分配規則，讓每人一個位址用

以實現實名制管理。，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是中

國網際網路協會理事長鄔賀銓指出，中國推進

IPv6 規模部屬的意義在於，目前中國的 IP 位

址是動態分布的，無法實現位址與電腦，或位

址與人的一一對應，但到了 IPv6 時代，有了

足夠多的位址，每個人一個位址之後，就可以

實現實名制，提高網路安全管理的能力，例如

網路詐騙追溯的難度就可大大降低。而為更好

地定位用戶，中國將編寫一套 IP 位址的分配規

則，目的是讓 IP 位址生成有規則可循，「就像

電話和手機號碼的分配，比如通過區號或手機

號的號段，就能判斷該號碼屬於哪個區域、哪

個運營商、哪個年代等，未來 IP 位址的分配也

會採用類似的方法來管理。」

在 2016 年初時，Uber 已經遍及全球超過

400 個城市，提供多元化的交通運輸服務，隨

著服務擴展，Uber 需要確保網路架構能應對服

務覆蓋面，然而在 IP 位址遇到一些挑戰。主要

是 Uber 目前的基礎架構建於 IPv4 之上，包含

多個資料中心，少量的網路入網點（POP）和

雲端服務，公司成長速度遠遠超出了 IPv4 的承

載能力，為了更好地支援業務擴展，Uber 的基

礎架構必須跟上用戶增速的步伐，所以必須使

用下一代網際網路：IPv6。

所以 2016 年，Uber 為了滿足使用者容量

的需求，建立起自己的資料中心，運維數萬台

伺服器，整個網路共承載了超過 8 百萬個 IPv4

位址，並且建立了幾個網路 POP 點，甚至將其

圖 六、嵌入式影片監控系統總體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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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至雲端中，但仍無法滿足使用者數量持續

增加的需要。2017 年以來，用戶數量持續增

加，IPv6 部署成為 Uber 後續擴展過程中的關鍵

一環。經過整體研究、測量以及分析後，Uber

意識到為了支援 IPv6 部署，除了需要網路架構

和軟體支援以外，更需要運營商的支援。

在 IPv6 相關標準、設備已逐漸成熟的情

況下，各國政府都在積極推進至 IPv6，國際各

大型網絡運營商和網路公司均加快了 IPv6 改

造部署的步伐。其中，大型網路公司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像 Google、蘋果、亞馬遜、領英

等 IPv6 先導者都達成十分令人矚目的成就，6

個 Google 用戶中就有 1 個是 IPv6 用戶。這些

新興網路巨頭對 IP 位址的大量需求和其對未來

技術的引導性使其快速的向 IPv6 轉移，在持續

性的創新驅動下，IPv6 的全球性部署已經全面

展開。在近十年，多種顛覆性技術的出現和應

用，讓網路發生了巨大的變革，IPv6 已經成為

5G、IoT、SDN/NFV、雲端計算以及邊緣運算等

新興技術的基礎，而這些創新型應用部署對 IP

位址提出了非常大的需求，再藉由大型網路公

司雄厚的資本，IPv6 的升級改造如火如荼。

全球 IPv6 論壇將聯合下一代網路國家工

程中心面向全球推出官方 IPv6 公共 DNS，持續

推進 IPv6 發展，向下一代網路變遷。中國在

向 IPv6 演進的過程中，實現了千萬級用戶的過

渡運營體系，這也是世界首例。在物聯網和 5G

時代的大浪潮下，快速搭建起 IPv6 網絡並向其

過渡是推動行業發展的重要過程。

知情人士透露全球 IPv6 將統一過渡技術，

隨著全球 IPv4 地址相繼告罄，將向 IPv6 過渡。

全世界 IPv6 網絡從 6 月 6 日開始正式啟動，

與此同時，由 IPv4 向 IPv6 過渡的技術標準已

有數十種，今年 11 月將在中國進行一次測試，

選取國際通用的 IPv6 標準。由於 IPv4 向 IPv6

的過渡技術種類繁多、場景複雜、路線不清，

加上缺乏對應的測試標準，很難對各種過渡技

術的特點和優勢客觀評價，因此，必須對過渡

技術統一標準。相關部門透露，IETF、BBF、

IPv6Forum 等國際組織已發起全球首次 IPv6 過

渡技術國際測試，經過中國團隊積極爭取，將

於 11 月在北京郵電大學舉行，此舉也得到中

國 CATR、美國 IOL、歐洲 ETSI、日本 WIDE 等

機構的大力支持，未來考慮納入「IPv6Ready」

和「IPv6Enabled」全球認證測試體系。IPv6 過

渡技術的國際測試旨在測試各種過渡技術的應

用場景和特點，預計將全面測試國際主流的雙

棧、隧道和翻譯技術，中國也有多個標準參與，

例 如 Softwire、IVI、SAVI、Smart6、Laft6、

PNAT 等。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總裁保羅

（PaulWilson）也在 2017 年全球網路技術大會

（GNTC）上對於全球 IPv6 部署分析與預測表

示，IPv6 用戶增長非常明顯，1 年前全球僅有

6.5% 的網路用戶使用，最近已達 15.3%，比 1

年前多出許多。他說，「未來 2 到 3 年內，如

果我們不對 IPv6 做大規模應用和部署，就沒有

辦法滿足未來的需求。」從 IPv6 整體部署率

來看，增長最快的國家是印度，近 2 年增長速

度超過 100%，其他部署率較高的國家增長速

度大多在 10% 至 20% 之間。保羅認為，未來

5 年是發展 IPv6 的窗口期，中國發布 IPv6 行

動計劃以後，用戶增長速度會相當快，應會超

過印度，他說，全球排名前 1000 大的網站有

25% 支持 IPv6，意味著 IPv6 整體容量已達到

較大規模。

中國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