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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經過一系列有系統的收集、檢視與我國網際網路相關之年鑑、各相關

單位大事紀、碩博士論文及研討會、相關國內外組織網站、相關書籍等資料後，

依 TANet/Internet2/TWAREN、NICI/NII 政策法規、DGT 電信及寬頻建置、

TWNIC/Internet Governance、e-Government、e-Business、Internet Communities 等

構面為發展脈絡，逐一分析比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相關事件，完成我國

1985 年~2005 年網路發展年序表，並以此一年序表為基礎，再進一步收集關鍵人

物之基本資料，請其提供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與建議，並實際再進行面對面訪

談。從收集資料及訪談過程中，有時需要同時比對多份文件，有時需要研讀一整

本相關書籍，而最後僅是彙整一條事件列於發展年序中。哪一些事件要不要放入

年序表中，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當然在實際訪談過程及最後座談會中，諸多參

與我國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實際見證者，都能提供很多需要增列或修正事件始末

之寶貴意見，為本書之正確性提供實質幫助。本研究之結論包括： 

(一)  本研究所建立之我國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表，希能廣為各界引用，英文版

部份亦可作為與國際網際網路發展史接軌之用（年序表包括下列三類：

發展年序詳細版、發展年序精簡版、發展年序精簡版英文版）。 

(二)  台灣網路發展歷程可以說是學術界、政府、民間共同努力之成果，

TANet/TWAREN/GSN/HiNet/TWNIC 等各單位，都扮演具關鍵性角色。 

(三)  在關鍵人物資料收集及訪談部份，這些人對 Internet 事物之持續熱忱，

都非常令人感動，訪談內容甚為值得大家仔細品嚐。 

(四)  建議未來每年應有比較全面之發展紀事整合工作，俾不用年久再行重

新翻箱倒櫃拼湊及求證之困難。 

(五)  透過 www.nethistory.org.tw 所建立之網站，擬收集民間落網重要發展事

件資料尚未能有效發揮，仍須持續推廣努力一段時間，以觀察其成效。 

Keyword: 台灣網路發展史、網際網路發展史、TANet、BI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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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his study collected, reviewed the Taiwan Internet development related yearbook, 

major event recorded in relevant organization, master/doctor dissertations and papers, 

press news, websites and books systematically. Taiwan Internet chronological history 

from 1985 to 2005 was finalized and was based on the dimensions focusing on  

TANet/NBEN/TWAREN 、 NICI/NII policy and regulatory 、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broadband project、TWNIC/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e-Government、e-Business、Internet Communities. The study worked very hard for 

comapring with different track of history record and for verifying with imcomplete 

the ins and outs of the event. The key persons interview and final informal discussion 

meeting were very helpful for wording adding,verifying and correcting for some 

major event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ing: 

1. This study completed three versions (detailed, summary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aiwan Internet Chronological history. We also hope these Chronological 

history would be cited by Internet communities authoritatively. 

2. TANet/TWAREN/GSN/HiNet/TWNIC related organizations’ collective 

effort all played the key roles of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Taiwan.  

3. The key persons interviewed in this study all were still enthusiastic and 

devoted to Internet affairs confinuously.The content of the interviews deed 

merit to taste particularly. 

4. The website of this study, www.nethistory.org.tw was setup and also trying 

to collect the major events from the non-governmental circles. This effort 

would be continuous to see its outcomes. 

Keyword: Taiwan Internet History、Internet History、TANet、BI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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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況介紹 

 

一、計畫構想緣起 

 

「忽略歷史則不會有過去，也不會有未來」（A generation which ignores 

history has no past -- and no future. Robert A. Heinlein, http://nethistory.dumbentia.com/)。最

近有一些事件讓人想起台灣網際網路發展史之編撰是一件必須進行之工作： 

（一）APNG（Asia Pacific Networking Group： http://www.apng.org/）最近發起

一個建立 Asia Internet History 計畫，預計將亞州地區之網際網路發展關鍵

事件與人物，進行歷史性的收集與回顧。 

（二）中國 China Blog（http://www.chinablog.com/）公布一份中國互連網絡中心

CNNIC 所編撰之中國互連網發展之編年史，內容甚為詳細完整。 

（三）經濟部委託資策會最近每年公布之網際網路應用及發展年鑑，比較重視網

際網路之應用層面，且僅屬於分年之冗長敘述，其它如基礎建設、學術研

究網路等方面之發展層面仍然缺乏，尤其是早期台灣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

詳細連續記載之文獻，則付之闕如，引用甚為不足且不方便。 

（四）全球網際網路發展之歷史及相關國家，也都有類似網際網路發展史之專案

（http://www.isoc.org/）。 

因此，如能有系統全盤檢視過去十餘年來，台灣網際網路之發展歷程，並就

有歷史價值之文件紀錄，予以收集彙整，並訪談此過程中之關鍵單位及重要人

物，請他們提供及回憶過去發展歷史階段之第一手資訊，將會是非常值得之一項

紮根工作。如能利用訪談關鍵人物網路發展之過程中，一併就教於我國未來網際

網路發展之策略與方向，也將能一方面檢視過去發展之歷史軌跡經驗，一方面提

出未來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策略與方向，也將會是非常有價值之建議。對我國網

際網路之鑒往知來，是本研究之原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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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主題背景及有關研究之探討 
 

我國尚無就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歷史過程，做有系統之訪談、彙整及編年序

表之資料，尤其是我國網際網路早期發展之資料。雖然如此，不過仍有一些零星

之單位文件、碩士論文及報章雜誌資料。經檢視此相關過去相關研究之背景資料

之來源，大致上檢討分析如下： 

 

（一）相關政府之網際網路推動單位之相關出版物與統計資料 

1、教育部電算中心簡訊（含早期之研究服務簡訊）：教育部電算中心是我國

網際網路之發源地，早期推動 BitNet、TANet 及 TWNIC 轉型初期之資

料，都將會是我國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珍貴資料，現可能分散於各期出

版物及該中心之歷史行政文件中，如能有機會加以彙整分析，將留下歷

史性之見證與是我國早期網際網路發展之軌跡。 

2、中研院計算中心通訊：可以追蹤記載中研院參與我國研究網路建置之構

成，尤其是如建立都會光纖網路等過程。 

3、國家高速網路及計算中心（NCHC）通訊：可以追蹤記載 NCHC 由高速

電腦資源服務轉型成為與高速網路結合之歷程，及其後來建構 TANet2

與 TWAREN 之過程。 

4、資策會科專計畫之相關出版物（資訊工業年鑑、網際網路應用及發展年

鑑）及 FIND 網站相關統計資料：資策會經由科專計畫，多年編列有資

訊工業年鑑、網際網路發展年鑑，唯其編年序之資料分析構面係以應用

為主，且無跨年度資料之分析，不過仍是一份非常值得參考之資料。 

5、TWNIC 通訊、電子報及相關文獻與統計資料：TWNIC 轉型前及轉型後

所出版之 TWNIC 通訊、電子報及相關資料，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歷

程與國際往記網際網路之管轄機制（Internet Governance）等，都有相當

深入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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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電信總局（DGT）統計資料：DGT 推動電信自由化、修正電信法、主管

第一類、第二類電信事業及負責 e-Taiwan 計畫中如寬頻 600 萬到府等基

礎建設計畫，都對台灣網路實體基礎建設扮演樞紐角色。 

7、行政院科技顧問組（資訊發展推動小組 NICI）：從 1998 年 NII 中程推動

方案、到 e-Taiwn 計畫，在國家網際網路政策面扮演資源整合及協調推

動之角色。 

8、台灣電腦網路危機處理中心（TWCERT）相關資料： TWCERT 是負責

資病毒及資安事件之民間通報與協助處理之單位，其相關資料亦值得作

為本研究之參考。 

（二）相關關鍵人物之文章：預計懇請訪談關鍵人提供。 

（三）媒體報章雜誌之報導：包括經濟日報、中國時報、聯合報、資訊傳真雜誌、

網路通訊、光碟月刊、自動化科技、天下（e 天下）、Find 網站等。 

（四）論文資料 

1、 政大新聞所黃慧櫻 1999 年碩士論文所撰「台灣網際網路的變遷—一個政

治經濟角度的初步觀察」。 

2、 中原大學電子工程所宋志楊 2002 年博士論文所撰「我國網際網路發展策

略與科技應用之研究」。 

3、 國立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研究生施依萍 1996 年所撰「台灣網路的發

展歷程與環境的互動： 系統生態學的觀點」。 

4、 世新大學公共傳播學系研究生郭良文 1997 年所撰「台灣網際網路興起之

政治經濟學分析：一個全球化發展的觀點」。 

5、 其它相關論文及研究資料。 

（五）國外與網際網路發展史相關之研究與資料 

國外目前研究全球網際網路發展史相關之資料及專案，大都 archives 在

http://www.isoc.org/網站上，類似之專案都持續再進行，而且如澳洲、泰國及部

分歐洲國家也都又類似之本國專案，可參考附件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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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網際網路發展之脈動部分，仍是研究各國網際網路發展史之基本比較

軸線，因此如下圖 Internet timeline 及附錄資料，仍然非常重要，可以作為與世

界發展趨勢比較之基礎。 

 

 
source: http://www.isoc.org/internet/history/brie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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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 

 

台灣網際網路發展源自教育部電算中心於民國 76（1987）年 6 月連接日本

東經理科大學之 BITNET 網路（採 IBM RSCS 協定），及其隨後於民國 80 年（1991）

12 月連接美國普林斯頓大學之 JvNCnet 網路（採 TCP/IP 協定，連接 NSFnet 之

真正網際網路），迄今已經超過十餘年，一直到最近 e-Taiwan、M-Taiwan 之積極

推動，可謂一路走來涉及到諸多單位與人物。在此一發展過程中，諸多真正對台

灣網際網路發展具關鍵貢獻與影響之單位與人物，如能透夠歷史資料收集分析與

訪談，並從一些共通構面貫穿期間，應較能透視台灣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全貌。 

 本研究擬從發展政策、基礎建設、資訊應用、社會文化及民間社群及活動

等分析構面，與組織、事件與關間人物之關係來進行單位及關鍵人物之訪談，並

藉由時間軸逐一檢視各構面之具體適時與代表性事件，其關係如圖一所示。 

 
圖一 網際網路發展分析構面與組織、事件及關鍵人物關聯圖(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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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關連圖作為本研究之橫向剖析構面，以圖二之研究流程與架構作為本研究

之縱向構面。 

資料蒐集與
彙整分析

相關單位公布或
出版物等資料蒐集

報章、網站相關
資料蒐集 研究性

資料蒐集

研擬單位拜訪、
關鍵人物訪談問題

主要單位拜訪 關鍵人物訪談

相關單位
歷史資料蒐集

彙整分析
訪談資料

專家座談會

發展階段
及大事記

建構
www.nethistory.org.tw

網站蒐集落網歷史訊息

 
圖二 研究流程與架構(本研究) 

 

 依據研究流程中研擬單位拜訪、關鍵人物訪談問題後，預計拜訪之主要單

位包括：台灣網路資訊中心、教育部電算中心、國科會國家實驗研究院國網中心、

中研院計算中心、交通部電信總局、行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NICI）、行政院

研考會、行政院主計處電子中心、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商業司、中華電信(含

IX)、資策會、工研院、TCA 等十至十五個單位。 

 

 預計拜訪之關鍵人物包括於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初期，如 BITNET、TANet、

TANet2/Internet2/TWAREN、HiNet、SeedNet、TWcert 等，及後續推動 NII 三年

300 萬、e-Taiwan 之 600 萬寬頻到府等之關鍵人物，預計收集拜訪及關鍵人物資

料約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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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間、人物與實景場域可能不復存在之限制，此過程一定仍然無法毫無疏漏

的完整呈現台灣網際網路發展之全貌，但將本忠實記載並以取得歷史記載事實之

公信力為最主要目標。 

 

 為彌補上述之不足，思考如 nethistory.info 利用網站向所有網路使用者，

公開徵求全球網際網路記事之方式，嘗試建立一個網站（nethistroy.tw）收集一

些未曾正式紀錄過之事件及文件，包括公開徵求民間網際網路歷史文件及記錄資

料，這些記錄或文件與網路發展歷程也可能有密切關係者，如早期之 BBS、open 

source 軟體之發展過程等，尤其是網路由下而上發展之民間活力，更是百發齊

放，很多發展是很難完全集中收集及瞭解的。因此本計畫擬建立網站徵求曾經對

網路有所貢獻與啟發者，可以自行或就所知代為上網登錄敘述值得列入我國網路

發展史之紀錄，最後將俟收集情形在邀集專家學這進行確認收錄事宜。 

 

二、研究進度及預期完成工作事項 
 

（一） 研究進度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附列甘特條型圖） 

1、研究進度：預計計畫進行期間為 2005 年 5 月 15 日至 2005 年 12 月 14

日，合計 7 個月。 

2、研究進度甘特圖：  

  
工作項目 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 第五個月 第六個月 第七個月 

收集分析相關資料       

收集關鍵性歷史資料      

規劃訪談內容       

確認關鍵人物訪談對象及

訪談 
    

確認關鍵單位訪談對象及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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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 nethistory.tw 網站收

集落網歷史資訊 
     

彙整訪談結果      

期末專家座談會        

撰寫研究報告        

 

（二）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1、完成台灣網際網路發展關鍵人物訪談紀錄與彙整。 

2、完成台灣網際網路發展關鍵單位歷史文獻資料收集與彙整。 

3、完成台灣網路網路發展史編年序表（1986 年—2004 年）（含英文版本）。 

4、建立 nethistroy.tw 網站，持續民間收集網路重要發展事件資料。 

5、藉由關鍵人物之訪談，提供對我國網際網路未來發展方向之建議。 

 

（三）預期效益 

 本計畫預計彙整及訪談各相關單位及關鍵人物之資料，完成如上之預期完成

工作項目，希能達成忠實記載過去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軌跡，並與世界接軌之目

標，並由關鍵人物之訪談建議，鑒往知來，呈現於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之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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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編製發展年序表及劃分發展階段 

 

經檢視相關文件，包括從我國網路發展最早之教育部電算中心的歷史資料，

至本計畫開始研議時間約為 2005 年初。因此，將網際網路發展之年序表訂為

1985~2005 年(初)期間，希望全面涵蓋整個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過去軌跡。本年

序表在分類彙整時，參考很多相關資料，一方面考量事件發展之始末保存，一方

面也考量簡化易於國內外參閱使用，因此分為兩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中文詳細

版及中文精簡版，包括重要事件詳細說明及重要事件摘述；另一為英文簡要版，

包括重要事件摘述之英文說明。 

 

本研究年序表之資料收集包括有系統的收集、檢視與我國網際網路相關之年

鑑、各相關單位大事紀、碩博士論文及研討會、報章雜誌、相關國內外組織網站、

相關書籍等資料後，依 TANet/Internet2/TWAREN、NICI/NII 政策法規、DGT 電

信及寬頻建置、TWNIC/Internet Governance、e-Government、e-Business、Internet 

Communities 等構面為發展脈絡，逐一分析比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相關事

件，完成我國 1985 年~2005 年網路發展年序表。依所收集之文獻資料型態劃分

如圖三所示，依此資料彙整分析之構面劃分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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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編製年序表--依所收集文獻資料型態劃分(本研究) 

 

圖四 編製年序表--依此資料彙整分析構面劃分(本研究) 

 

 

 

‧ 彙整分析做出
– 台灣網際網路發展史年

序表(中英文版) 
– 劃分我國網際網路發展

史為個重要四個階段 
– 繪製四個階段簡圖 

NII/NICI資訊基

e-Government 

e-Business 

e-Public 

e-University/School/Research 

TANet/Internet 

電信監理

相關單位公布或出版物 
‧ 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工業年鑑 

‧ 資訊工業策進會網際網路年鑑 

‧ 經濟部網際網路應用及發展年鑑 

‧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 ISP年鑑 

‧ 中華民國科學技術年鑑 

‧ 中研院計算中心通訊/中研院計算簡訊 

‧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年度大事紀要及通訊 
‧ 電信總局年度大事紀要 
‧ TANet管理委員會、技術小會議記錄 

研究性資料蒐集 
‧ 黃慧櫻，「台灣網際網路的變遷—

一個政治經濟角度的初步觀察」，

碩士論文 
‧ 宋志楊，「我國網際網路發展策略

與科技應用之研究」，博士論文 
‧ 施依萍，「台灣網路的發展歷程與

環境的互動： 系統生態學的觀

點」，碩士論文 
‧ 郭良文，「台灣網際網路興起之政

治經濟學分析：一個全球化發展的

觀點」，碩士論文 

彙整分析：
 
‧ 台灣網際網路發展史年序

表(中/英文版) 
‧ 劃分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為個重要四個階段 
‧ 繪製四個階段簡圖 

報章、網站相關資料蒐集 
‧ NICI/NII相關網站 
‧ 資策會FIND網站 
‧ TWIA網站 
‧ 行政院研考會網站/eGovernment 
‧ 經濟部工業局、商業司、中小企業處網站 
‧ Formosa on WWW 蕃薯藤工作小組大事紀 
‧ RUN PC雜誌（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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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製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表(1985.04-2005.03) 

 
（一）精簡版及詳細版 
 

表一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表-精簡版及詳細版（本研究） 

時間 重 要 事 件(精 簡 版)  重 要 事 件(詳 細 版) 
1985.04 教育部電算中心於大學

設立教學服務工作站

（IBM 主機、終端機模

式），為最早校園網路雛

形。 

行政院核准教育部電算中心「加強大專校院

教授研究服務計畫」，同年 9 月 7 日並於八

所國立大學設立教學研究終端工作站，與該

中心 IBM4341 主機(IBM 公司捐贈)連線，提

供教學研究軟體服務。此為我國最早學術網

路之雛形。 
1985.10 教育部顧問室補助六所

國立大學資訊或電機相

關科系所，將其 VAX 主

機連結而成資訊網

（InFormation 
NETwork，簡稱

IFNET），另亦將七所大

學計算機中心之 CDC 主

機，連結成大學網

（UNIversity 
NETwork，簡稱

UNINET）。 

國內校際網路發展初期係利用電信局的數

據線路，教育部將幾所國立大學相同廠牌的

電腦主機加以連接。此形式之校際網路，基

本上係採用主機對主機的連線方式，包括：

(1)六個大學資訊或電機相關科系所，其 VAX
主機連結而成資訊網（InFormation 
NETwork，簡稱 IFNET）。(2)七所大學院校

之計算機中心之 CDC 主機，也構成一個大

學網（UNIversity NETwork，簡稱

UNINET）。這兩個網路卻彼此不相往來。(3)
教育部教學研究資訊服務站，以 IBM 主機對

主機連線或是在學校中設立工作站的方

式，連線到台大等十五個學校。 
1987.08 教育部電算中心連接日

本東京理科大學(SUT)之
國際學術網路 BITNET
（Because It’s Time 
NETwork）正式開幕啟

用。 

國際學術網路 BITNET（Because It’s Time 
NETwork）正式開幕啟用，以 9.6kbps 數據

專線，經由日本東京理科大學(Science 
University of Tokyo:SUT) 連接美國。其通訊

協定為 IBM RSCS，網路服務主要功能為電

子郵件(E-Mail)、檔案傳送及群體討論服

務。此網路對台灣學術界來說，是一個重要

的轉捩點，這意味著與全球資訊同步。雖然

今日 BITNET 的重要性，已不比當年，但是

它確實將新資訊引領進入台灣，促成今日台

灣網際網路的發展，此網路至 1995.07 後已

完全由 Internet(網際網路)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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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09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開始

補助校園網路建設計畫。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開始第一期校園網路建

設計畫，台大、清華、交大、中央、成大等

校之 PC LAN 開始出現於校園網路。 
1987.12 教育部電算中心提升主

機容量並大力推動

BITNET 學術網路節點

之擴充。 

行政院核定教育部電算中心所提之「全國學

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大學電腦網路計畫」，包

括安裝 IBM3090-12E + Vector Facility 及 FPS 
M64/50、與擴充學校、政府研究單位串接國

際學術網路及連線使用套裝程式（此 IBM 大

型主機一直使用至 1995.08 後停用），並大力

推動 BITNET 學術網路節點之擴充。 
1988.07 濟部科技顧問室啟動

SEED（軟體工程發展環

境發展）計畫，以提高國

內軟體產業的生產力，

Seednet 為該計畫 1992 年

後所建立之網路。 

SEEDNet 中文稱為「種子網路」， SEED 是

Softwar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的字頭縮寫，即為「軟體工程

發展環境發展」，係「經濟部科技顧問室」(現
改制為技術處)在 1988 年 7 月至 1992 年 6
月期間接受資策會建議，以科技發展專案經

費支持的研發計畫，主要目的在提高國內軟

體產業的生產力。Seednet 為該計畫後期所建

立之網路。 
1988.09 交通部電信研究所，於新

竹地區發展一個實驗網

路 FMAN（Fiber 

Metropolitian Area 

Network），該網路分佈

於交大、清大、工研院、

以及科學園區。此一網路

使用 AT&T 的設備，並

以光纖連接四個單位。

FMAN 提供 Ethernet 

Bridge，RS232 及 

TN3270 三種功能。 

交通部電信研究所（Telecommunication 

Lab.），於新竹地區發展一個實驗網路 FMAN

（Fiber Metropolitian Area Network），該網路

分佈於交大、清大、工研院、以及科學園區。

此一網路使用 AT&T 的設備，並以光纖連

接四個單位。FMAN 提供 Ethernet Bridge，

RS232 及 TN3270 三種功能。FMAN 是 TL
擬於新竹科學園區建構高速區域都會網路

之先驅網路計畫，進而自行開發 ATM Switch
作為測試，後因 ATM Switch 開發無法隨技

術發展而更新，致 FMAN 後來即未再繼續擴

充。惟 FMAN 可以說是未來國科會 NBEN
計畫及 TWAREN 構想之前身。 

1989.06 電信總局開放用戶終端

設備自由化。 
電信總局開放用戶終端設備自由化措施，撥

接上網所用之數據機大於 9600bps(限音頻級

56Kbps 以下)之設備，同意由用戶自備。 
1989.07 我國 .tw 頂層網域名稱

正式註冊於美國南加大

資訊科學學院（ISI）。

我國 .tw 頂層網域名稱正式註冊於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此機構後來改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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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A 的前身)。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the 
IANA)，是 Internet 相關技術參數之註冊管

理組織。此階段已開始構思於國內建立以

TCP/IP 協定為基礎之 Internet 架構之可能

性。 
1990.07 教育部開始規劃建立以

TCP/IP 協定為基礎之台

灣學術網路，TANet 構想

正式誕生，初期骨幹為為

9.6kbps。 

行政院核定教育部電算中心所提之「全國學

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大學電腦網路計畫、電腦

系統擴充計畫」，開始規劃設立以 TCP/IP 協

定為基礎之台灣學術網路，TANet（Taiwan 
Academic Network）構想正式誕生，初期骨

幹為 9.6kbps。 
1990.08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推動

實施第二期「校園網路三

年發展計劃」，校園以

FDDI 為骨幹網路及

Ethernet 為校園區域網路

之架構大量流行於校園

網路中。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推動實施第二期「校園網

路三年發展計劃」下，於 1990 年起提供專

案推動經費八千萬元經費，補助十二所大專

院校校園網路建設的工作，大力支援各主要

大學建立校園網路，形成校園以 FDDI 為骨

幹網路及 Ethernet 為校園區域網路之架構，

大量流行於校園網路中，期望透過網路以整

合校園內既有之電腦資源，並做為提供學術

及教學研究的傳輸管道。 
1991.01 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

心」正式成立。 
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正式成立，

1992.02 位於新竹科學園區大樓落成啟用。

初期對外有三條 T1 線路連往台大、中興及

成大，而與 TANet 連接，提供高速計算與軟

體資源之服務。該中心已於 2003.01 轉型為

財團法人，改隸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並更名為「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1991.07 1991 年 7 月橫跨全台各

主要國立學校之 TANet
建設完成，並提升為 T1
高速網路骨幹，也確立校

園網路（校電算中心）、

校際網路（區域網路中

心）、國際網路（教育部

電算中心）之三階層網路

架構。 

1991 年 7 月終於建立完成橫跨全台灣各主要

國立大學之台灣學術網路（TANet：Taiwan 
Academic Network），由於初期規劃骨幹頻寬

為 56/64kbps，由於電信局當時未開放 64kbps
線路，如需要其價錢與 T1 線路相同，因此

直接提升骨幹頻寬至 T1 高速網路，北至台

大，南至中山，全線完成使用，並確立校園

網路（校電算中心）、校際網路（區域網路

中心）、國際網路（教育部電算中心）之三

階層網路架構。 
1991.12 1991.12.03 TANet 與美國 1991.04.01 交通部核准國際線路與 TANet 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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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林斯頓大學之

JvNCnet，以 64 Kbps 完

成 Internet 連接，此為我

國正式連接全球 TCP/IP 
Internet 之第一天。 

接事宜。1991.04.04 與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完

成連線簽約。1991.12.03 TANet 與美國普林

斯頓大學之 JvNCnet，以 64 Kbps 完成

Internet 連接，此為我國正式連接全球 TCP/IP 
Internet 之第一天。 

1991.12 TANet 管理委員會正式

成立，並於其下設立

TANet 技術小組。 

TANet 管理委員會正式成立，由教育部、台

大、中央、清華、交大、中興、成大、中正、

中山等單位之電算中心、中研院計算中心、

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之主任組成。此委

員會為 TANet 網路真正管理決策之組織，並

於其下設立 TANet 技術小組，此委員會及小

組影響我國網路之發展甚巨。 
1992.01 TANet 技術小組第一次

會議召開，開始豎立開放

式軟體中文化之測試、研

發、商業化模式之良性循

環。 

TANet 技術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此小組對

台灣學術網路初期開放式軟體中文化、

UNIX 系統服務平台、網路應用服務等技術

之研究開發、產學合作等產生重大之影響。

對促進我國開放軟體測試、研發、商業化模

式之良性循環貢獻良多。 
1992.01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確立透過工

研院電通所、資策會、大學校院等單位，提

供中文化軟體作為 TANet Public domain 
codes，如中文 Telnet、BBS、News、Email
等，逐步建立與研發單位及企業 R＆D 合

作，建立網路應用資源分享、合作研發之模

式。 
1992.04 交通大學全台第一個大

規模宿舍網路啟用，並成

立學生社團校園網路策

進會 CCCA（Campus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協助管理及

推廣網路應用，開啟各校

大規模建設宿舍網路及

設立網路相關學生社團

之先鋒。 

交通大學學生宿舍一千餘間寢室之宿舍網

路正式啟用（全台第一個大規模宿舍網路啟

用），並成立學生社團校園網路策進會 CCCA
（Campus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協助管理及推廣網路應用，開

啟各校大規模建設宿舍網路及設立網路相

關學生社團之先鋒。（另中央大學於 1990 年

末開始推動校園教職員宿舍網路）。 

1992.06 國際 Internet 網路經過約

半年順暢運作後，正式舉

國際 Internet 網路經過約半年順暢運作後，

正式舉辦台灣學術網路 TANet 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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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啟用暨展示典禮，由教

育部毛高文部長親自主

持，隔日中國時報頭版報

導此劃時代的一步，是我

國資訊建設首度成為主

要媒體頭版新聞。 

Internet 網路啟用暨展示典禮，由教育部毛高

文部長親自主持（隔日中國時報頭版報導此

一劃時代的一步，是我國資訊建設首度成為

主要媒體頭版新聞）。 

1992.07 Seednet 開放供國內各界

試用，是我國最早提供產

業界網際網路連線服務

之單位。但從 1993 年 1
月起由於電信法規之限

制，Seednet 產業服務部

分被迫無法與 TANet 直

接連線，須以非及時方式

由資策會（III）來轉送國

際網路資源。 

Seednet 於 1992.07 開放共國內各界試用，是

我國最早提供產業界網際網路連線服務之

單位。但從 1993 年 1 月起由於電信法規之

限制，Seednet 產業服務部分被迫無法與

TANet 直接連線，需以非及時方式由資策會

（III）來轉送國際網路資源。（Seedent 於 
1998.11 正式轉型成為數位聯合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 

1992.08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核能研究

所因各校超級電腦受 SSP 安全條約限制,依
條約內規定該所不能連接台灣學術網路。 

1992.10 中山大學的第一代電子

佈告欄系統（BBS）於 
1992 年 10 月底正式啟

用時，此後正式開啟台灣

中文 BBS，成為獨領校

園學生最愛上網使用之

系統時代的來臨。 

中山大學的第一代電子佈告欄系統於 1992 
年 10 月底正式啟用時，是英文版本的，國

外的使用者往往比國內的使用者還多，緊接

著在 1992 年的高雄資訊展推出了第一代

的中文版本，受歡迎的程度令人驚訝，由於

註冊的人數超過系統設計的上限，在展出兩

天之後就「爆」掉了，此後正式開啟台灣中

文 BBS，成為獨領校園學生最愛上網使用之

系統時代的來臨。 
1992.12 校園開始建構 Gopher 資

訊服務系統（屬文字模式

網頁服務，是 WWW 圖

形網頁系統之前身）。 

校園開始建構 Gopher 資訊服務系統（屬文

字模式網頁服務，是 WWW 圖形網頁系統之

前身）。Gopher 是由美國密尼蘇達大學發

展出來的一種分散式的文件查詢系統，具有

操作方便、所需設備環境簡單、可以傳遞多

媒體檔案等特性，一時之間風行網際網路。

透過  Gopher 的連結功能，使用者可以透

過單一的介面直接使用網路上的其他資訊

服務系統，如：News、Telnet、FTP、Archie、

OPAC、WAIS 和電子電話簿等，是一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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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的資訊服務系統。 
1992.12 TANet 連接美國 JvNcnet

之 64K 專線，擴充至

256Kbps。 

TANet 連接美國 JvNcnet 之 64K 專線，擴充

至 256Kbps（台灣學術網路是先建設國內 
9.6K 專線網路，運轉熟練之後不堪負荷再

提昇速度，受限於當時 64K 與 T1 專線同

價，因此直接從 9.6K 提昇到 T1。國際專

線起始頻寬也是 9.6K，當嚴重超載之後提

昇為 64K，64K 嚴重超載之後提昇為 
256K，256K 嚴重超載之後提昇為 512K，

512K 嚴重超載之後提昇為 T1，T1 嚴重超

載之後提昇為兩條 T1）。 
1993.01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四

次會議建議交通部在推

動國際網路時，能考慮由

電信局數據所負責與國

外 Internet 網路之連線管

理及維護，使國內學術界

及產業界研發網路能夠

互通，此為於數據所後來

建立 Hinet 之初始建議。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建議交通部在

推動國際網路時，能考慮由電信局數據所負

責與國外 Internet 網路之連線管理及維護，

並提供國內用戶以撥接、x.25、中速、高速

專線等多種方式之網路連線。使國內學術界

及產業界研發網路能夠互通。此為於數據所

下建立 Hinet 之初始建議。該會議中同時建

議交通部電信總局於近期內在台灣北區、中

區、南區管理局及數據所成立數據中心以改

進目前數據線路管理、故障之追蹤查修等全

面維護之不足。建議未來電信局發展高速電

路及網路（如 T3、Frame Relay、國際 Internet）
時，亦能將管理維護及維修之模式考慮在

內。 
1993.01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建議交通部電

信局在近期內能研議取消學術網路加收

30%之共同使用費規定，即使不能取消亦請

能基於「特許網路」並非「加值網路」亦非

「公眾網路」之情況下將共同使用費降低。

1993.08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議原則上同

意原子能委員會連接 TANet，但必須遵守

「TANet 使用規範」及 TANet 相關單位之超

級電腦使用規定，其中核能研究所只能利用

TANet 網路而不能經由網路使用簽有超級電

腦安全防護合約(SSP)之超級電腦。 
1993.09 Seednet 完成國內第一套

中文 TCP/IP 上線軟體

Seednet 完成國內第一套中文 TCP/IP 上線軟

體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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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1993.10 交大學生透過 BBS 發起

「便當社」抗議學校伙食

不佳，數百名學生於校門

口吃完便當後，又因校方

未解決之前的機車問

題，繼續阻塞學校大門交

通，發生校車衝撞學生事

件。此為我國第一個校園

網路發起抗議之事件。 

交大學生在校內網路新聞群組 Notes 的

anonymous 版發起抵制快餐部伙食。5 月 4
日再度透過校園網路發起散步運動，聚集在

行政大樓前抗議機車管理問題，隨後 Notes
被學校計中永久關閉。6 月，交大資工、資

科 BBS 開站。10 月 27 日，交大學生透過

BBS 發起「便當社」抗議學校伙食，數百名

學生於校門口吃完便當後，又因校方未解決

之前的機車問題，繼續阻塞學校大門交通，

發生校車衝撞學生事件。此為我國第一個校

園網路發起抗議之事件。 
1993.12 東南工專首先建立 W3 

Server 並登錄於全球

CERN 之網站列表中，蕃

薯藤首先建立台灣第一

個商業化 W3 Server。 

東南工專首先建立 W3 Server 並登錄於全球

CERN 之網站列表中，蕃薯藤首先建立台灣

第一個商業化 W3 Server（很多人認為台灣

第一個 W3 Server 是由東南工專所建立的，

而根據蕃薯藤蕭景燈表示，他在 82.11 月著

手建立 W3 Server 時，曾使用瑞士日內瓦大

學所提供的搜尋工具尋找過"Taiwan"這個關

鍵字，的確有找到東南工專伺服器的 URL，

但是並無法連上，一直到十二月中才第一次

接上。而蕭景燈在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

euler5.sinica.edu.tw 所建立的伺服器從十二

月初就開始執行，並透過這個伺服器與日本

NTT 的工程師交換意見）。 
1994.1  大學校園架設 NCSA 所發展的 Web Server

系統作測試，開始建構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系統，隨後更換為 Apache
版本。 

1994.1 HiNet 正式成立，國內第

一條國際網路商用資訊

高速公路正式通車，並以

64kbps 於台北和 TANet
互連，為國內第一條正式

之 peering 線路。 

HiNet 正式成立，3 月 31 日國內第一條國際

網路商用資訊高速公路正式通車，並以

64kbps 於台北和 TANet 互連，為國內第一條

正式之 peering 線路。HiNet 為繼 Seednet 後

與 TANet 互連之第二個網路，Seednet 後因

法律關係（違反 1989 年公布之電信加值網

路業務營業管理辦法）切斷與 TANet 之連

接，轉為與 HiNet 互連。 
1994.01 為服務商業 Internet 之域 為服務商業 Internet 之域名、IP 位址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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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IP 位址分配等服務，

掀起成立台灣網路資訊

中心(TWNIC)之構想。

「TWNIC 實驗計劃」正

式結合各部會、公民營單

位、民間團體等代表共同

組成 TWNIC 委員會，由

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擔

任召集人。 

服務，掀起成立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
之構想。「協商成立 Internet 台灣網路資訊中

心(TWNIC)座談會」中決議，TWNIC 將由

教育、經濟、電信等所屬單位，進行「TWNIC
實驗計劃」聯合提供註冊(Registration 
Service)、目錄(Directory Service)、資訊

(Information Service) 等服務事項。同年 3 月

15 日正式結合各部會、公民營單位、民間團

體等代表共同組成 TWNIC 委員會，由教育

部電算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1994.04 TWNIC 委員會召開第一

次會議，確立由 Seednet
負責 com.tw、org.tw、

net.tw，教育部負責

edu.tw、gov.tw，TWNIC
負責.tw 之網域名稱註冊

管理事宜。 

TWNIC 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確立由 
Seednet 負責 com.tw、org.tw、net.tw，教育

部負責 edu.tw、giv.tw，TWNIC 負責.tw 之網

域名稱註冊管理事宜。 

1994.03 TANet 管理委員會決議

為使 TANet 能延伸至高

中、高職、國中、國小各

級學校，各區域網路中心

協助各縣市教育局成立

縣市教育網路中心。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決議為使

TANet 能延伸至高中、高職、國中、國小各

級學校，各區域網路中心可協助各縣市教育

局，由各縣市教育局或委託重點學校成立縣

市教育網路中心，負責提供該縣市之網路連

線、諮詢等資訊服務之相關事宜。 
1994.07 電信總局陳堯總局長於

日內瓦 ITU 總部，與荷

蘭籍秘書長 Tarjanne 及

ITU-T 局長 Theodor 
Irmer 達成協議，將我國

使用之 E.164 886 電信號

碼之國碼註冊為「886 is 
Reserved」。  

電信總局陳堯總局長於日內瓦 ITU 總部，與

荷蘭籍秘書長 Tarjanne 及 ITU-T 局長

Theodor Irmer 達成協議，將我國使用之

E.164 886 電信號碼之國碼註冊為「886 is 
Reserved」，解決 886 不會被任意編配給它國

使用之爭議。（同年三月，我國原使用電報

交換國碼「七八五」及「七八九」，由於我

非 ITU 會員國，ITU 依其需要改編配給哈薩

克及土庫曼使用，後經採取補救措施，唯只

能改為「七六九」而造成諸多不便。） 
1994.08 行政院「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小組」正式

成立，結合政府與民間的

力量共同推動國內資訊

行政院 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小組於 1994 年 8 月成立，結合

政府與民間的力量共同推動國內資訊網路

的建設與資訊科技的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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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的建設與資訊科技

的創新應用。 
1994.09 TANet 公布 TANet BBS

管理使用規範。 
6 月中山大學 BBS 召開第一屆版主大會討論

管理辦法，彙整交通大學 BBS 管理辦法後，

1994 年 9 月 TANet 管理委員會決議 TANet 
BBS 管理使用規範。 

1994.10 TANet 連接美國 JvNcnet
之 256K 專線，擴充至

512Kbps。 

TANet 連接美國 JvNcnet 之 256K 專線，擴

充至 512Kbps。 

1994.10 國立中央圖書館資訊網

路系統開始啟用，供民眾

查詢 

國立中央圖書館資訊網路系統開始啟用，供

民眾查詢。 

1994.10  TANet 技術小組第十四次會議建議東南工專

推動 WWW 之服務，能收集 TANet 所有

WWW 的資訊，主動提供 WWW server 完整

訊息之服務管理，以取代較被動之註冊程

序。基於全國資訊共享之考量，建議由教育

部電算中心提供設備，由東南工專建立管

理、維護此一代表我國之 WWW server 服

務 。 
1994.11 中研院計算中心完成與

中央等大學之 Multicast 
Backbone（Mbone）視訊

會議軟體安裝及連線測

試。 

中研院計算中心完成與中央等大學之

Multicast Backbone（Mbone）視訊會議軟體

安裝及連線測試。利用 Mbone 技術將會議現

場實況轉播至 TANet(台灣學術網路)上，並

與中央、成功及中山大學等連線，進行多點

雙向視訊會議討論。 
1995.01 光碟月刊未經作者同

意，在其商業發行之光碟

內，大量重製 BBS 的文

章，由於發行公司堅持其

未侵害著作權，因此其中

3 位作者向台北地檢署

提出告訴。 

一位署名 NCUMRC 的網友，在中山大學

BBS 站 I PR 板提出問題，認為光碟月刊未

經作者同意，在 1994 年 12 月起，在其商業

發行之光碟內，大量重製 BBS 的文章，「這

樣到底是不是侵害著作權？此事立即引起

網友們廣泛且激烈的爭論。由於發行（凱訊）

公司堅持其未侵害著作權，因此，其中 3 位

作者向台北地檢署提出告訴。 
1995.03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確認台灣學

術網路未來配合 E-mail 到中學的計畫實施

架構，採以區域網路中心、縣市網路中心、

及校園網路三層結構方式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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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04 HiNet經過一年多之建設

與測試，正式開放商用營

運，初期用戶 1,654 戶

（1994.03.01 至

1995.03.01 試用戶為

3,558 戶），並提升國際

線路為 T1 線路。 

HiNet 經過一年多之建設與測試，正式開放

商用營運，初期用戶 1,654 戶（1994.03.01
至 1995.03.01 試用戶為 3,558 戶），並提升

國際線路為 T1 線路。 

1995.07 BITNET 在教育部電算

中心停用 IBM3090 之

後，正式向臺灣的使用者

告別，走入歷史。 

BITNET 在教育部電算中心停用 IBM3090 
之後，正式向臺灣的使用者告別，走入歷史。

1995.06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十

二次會議決議為確保台

灣學術網路線路之有效

運用，禁止使用 GAME、

IPHONE 等消耗網路頻

寬的程式，特殊用途如

MBONE 須經管理委員

會同意方可使用。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決議為確保

台灣學術網路線路之有效運用，禁止使用

GAME、IPHONE 等消耗網路頻寬的程式，

特殊用途如 MBONE 須經管理委員會同意方

可使用。 

1995.07 台灣「行政院長的民意電

子信箱系統」（當時院長

連戰）開始啟用時曾說：

「這是世界上第 12 個首

長專用的信箱，讓台灣真

正進入行政與民意互動

的時代，也象徵我國資訊

化社會一個新階段的開

始」。 

台灣「行政院長的民意電子信箱系統」在 7
月 15 日當時院長連戰開始啟用時曾說：「這

是世界上第 12 個首長專用的信箱，讓台灣

真正進入行政與民意互動的時代，也象徵我

國資訊化社會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1995.08 SEEDNET 網路事業群

（仍隸屬於資策會）正式

商業營運，提供企業網際

網路連線服務，此為我國

第一個民營 ISP 商業營

運服務組織。 

SEEDNET 網路事業群（仍隸屬於資策會）

正式商業營運，提供企業網際網路連線服

務，此為我國第一個民營 ISP 商業營運服務

組織。 

1995.10 TANet 連接美國際電路

頻寬提升至

T1(1.544Mbps) 

TANet 連接美國際電路頻寬提升至

T1(1.544Mbps)。 

1995.10 第一屆 TANet’95 研討 第一屆 TANet’95 研討會，採論文發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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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論文發表方式於中

央大學電算中心舉行。 
於中央大學電算中心舉行。 

1995.11  中研院為提供與國際網路(Internet)間更穩

定、便捷的交流管道，以支援院內各項學術

研究，完成該院與 BARRNet(Bay Area  
Regional Research Network，美國北加州地區

專門提供科技及教育服務的高品質廣域網

路)間的直接連線，成為該院內同仁除台灣學

術網路(TANet)外，另一個連接 Internet 的快

捷管道。 
1995.12 博客來書店成立，成為兩

岸三地最早成立的網路

書店，並於次年 7 月 30
日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
w) 正式上網營運。 

博客來書店成立，成為兩岸三地最早成立的

網路書店，並於次年 7 月 30 日博客來網路

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正式上網

營運。 

1996.01 教育部因美總統克林頓

安全受威脅事件，公佈校

園 BBS 及網站管制連座

法草案，遭受嚴重抗議。

一月中教育部因美總統克林頓安全受威脅

事件，公佈校園 BBS 及網站管制連座法草

案，遭受嚴重抗議。 

1996.01  首度有 100 個美國研究大學協力支持，建立

下一世紀較 INTERNET 快 100 倍的全球網

路，該計劃命名為 INTERNET (I2)Ⅱ ，並於

同年十月，美國 34 個研究大學同時聲明，I2
計劃將成為柯林頓政府預計投入一億美金

預算之網路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的重點

計劃之一。 
1996.01 1996 年 1 月立法院通過

電信三法(電信法、電信

總局組織條例及中華電

信公司組織條例)，於同

年 2 月 5 日經總統公布實

施，我國電信事業邁向一

個全新的紀元。 

1996 年 1 月立法院通過電信三法(電信法、

電信總局組織條例及中華電信公司組織條

例)，於同年 2 月 5 日經總統公布實施，我國

電信事業邁向一個全新的紀元。 

1996.02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提出台灣學

術網路第二條 T1 國際線路訂由南部連接至

美國，在新竹至台南 T3 連線前原則上由教

育部先委託成功大學先就相關配合運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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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全年無休、不斷電系統、維持鄰近骨幹暢

通、人力技術服務支援及線路成本分攤)研擬

規畫書提報至教育部，如因行政程序有問題

時，則以中山大學為連接點（後因 Routing
問題及國外頻寬有效運用等問題，從南部出

國線路並未實際發生效益，後隨即移回台

北）。 
1996.02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提出台灣學

術網路之使用者有義務遵守台灣學術網路

使用規範及 BBS 站管理使用公約，請各區域

網路中心、縣市教育網路中心就相關之管理

及使用上的權責義務，召開 BBS 站站長及使

用者座談會，蒐集大家對「違反台灣學術網

路使用規範及台灣學術網路 BBS 站管理使

用公約之處置辦法」之具體建議，提供管理

委員會定案時之參考。 
1996.02 網際網路世界博覽會正

式揭幕，中華民國館共分

為政府資訊館、教育館、

科研館、產業館、人文館

及交通館等主要展出項

目

（http://expo96.org.tw/）
。 

網際網路世界博覽會正式揭幕，中華民國館

共分為政府資訊館、教育館、科研館、產業

館、人文館及交通館等主要展出項目

（http://expo96.org.tw/）。 

1996.05 TANet 國際電路頻寬提

昇至 2 條 T1，並將進入

美國之連接點由東岸

JvNCnet 移至西岸之

GLOBAL-ONE。 

TANet 國際電路頻寬提昇至 2 條 T1，並將進

入美國之連接點由東岸 JvNCnet 移至西岸之

GLOBAL-ONE。 

1996.06 TANet 管理委員會通過

「台灣學術網路之連線

原則」，確定 TANet 與日

後各 ISP 連線之基本原

則。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台灣

學術網路之連線原則」，請 HiNet、Seednet
於 6/30 前提出相關計劃書交技術小組討論

再提委員會確認。該連線原則確定 TANet 與

日後各 ISP 連線之基本原則。 
1996.06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TWNIC）實驗計畫轉

由中華民國電腦學會接

手，成立 TWNIC 轉型籌

85 年 5 月 25 日經「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TWNIC）實驗計畫第八次委員會」通過轉

型計劃，會中宣佈進行兩年多之第一階段實

驗計劃正式告一段落，先結合學(協)會運



 

29 

備委員會，教育部電算中

心為籌備委員會召集

人，確立未來將朝向基金

會或獨立的組織為目標。

作，會中並投票決定由中華民國電腦學會接

手，成立 TWNIC 轉型籌備委員會，並推選

出：行政院主計處、行政院研考會、中華電

信公司、中華電信數據通信分公司、國科會

高速電腦中心、科資中心、工研院、資訊工

業策進會、台灣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

中山大學、中央研究院、中華民國電腦學

會、中華民國網路協會、中華民國開放系統

協會、中華民國視訊網路協會、中國電機工

程學會、TANet、HiNet、SEEDNet 等 21 個

與會單位代表成立轉型籌備委員會，教育部

電算中心為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在 85 年 6
月 21 日「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籌備

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會議」中，確定「台灣

網路訊中心(TWNIC)運作委員會」章程，未

來將朝向基金會或獨立的組織為目標；

TWNIC 工作小組分為註冊組、服務組、推

廣組、秘書組；註冊組由中華電信數據通信

分公司負責召集，服務組由教育部電算中心

負責召集，推廣組由資策會推廣服務處負責

召集，祕書組將由主任委員運作。台灣網路

資訊中心(TWNIC) 遂於 1996 年 10 月 24 日

舉行正式成立大會。 
1996.07 電信總局改制成立，電信

監理（電信總局）與營運

（中華電信）二者分隸，

我國百餘年來整體電信

發展正式步向新的里程

碑。 

電信總局改制成立，電信監理（電信總局）

與營運（中華電信）二者分隸，我國百餘年

來整體電信發展正式步向新的里程碑。 

1996.10  首屆台灣區網際網路（Taiwan Area Network）

研討會，擴大 ISP 全面參與，於新竹國家高

速網路中心舉行，由教育部電算中心、交通

大學、高速網路中心與開放式系統學會共同

主辦。 
1996.11 TWNIC 運作委員會成立

大會，於其下設立「註冊

組」、「服務組」、「推廣

組」、「網路互連推動組」

TWNIC 運作委員會成立大會之後(成立大會

在 1996 年 10 月 24 日)，本日舉行第一次理

監事聯席會，選出了理事委員會之常務委員

六個，分別為教育部電算中心、行政院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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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術組」，初期由中

華民國電腦學會協助，以

會員方式運作。此為

TWNIC 日後轉型成為正

式財團法人之雛形組織。

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國立交通大學、中華

民國視訊網協、中華電信數據分公司、財團

法人資策會網路事業群。監事委員會召集單

位為行政院研發展考核委員會。六個常務委

員中選出國立交通大學曾主任憲雄擔任主

任委員，教育部電算中心陳主任立祥、國科

會高速電腦中心張主任善政為副主任委

員、中華電信公司數據分公司曾經理濟深擔

任「註冊組」召集人、財團法人資策會程總

經理嘉君擔任「服務組」召集人、中華民國

視訊網協李常務理事世勛擔任「推廣組」召

集人。並通過交大計中張瑞川主任為秘書

長，教育部電算中心劉金和副主任與交大計

中施仁忠副主任為副秘書長。後又增設了

「網路互連推動組」和「技術組」，分別由

高速電腦中心的張善政主任以及中央大學

的曾黎明教授擔任召集人，與其他各組共同

合作，致力推展 TWNIC 業務。TWNIC 初期

由中華民國電腦學會協助，以會員方式運

作，視運作情形再研議是否轉型為學（協）

會或基金會。 
1997.01  電信總局陸續開放 4 項行動通信業務(1)行動

電話業務、(2)無線電叫人業務、(3)行動數據

通信業務、(4)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1 月開

放 GSM900 與 GSM1800 無線移動電話業

務，同年 2 月公告無線電傳呼業務的經營廠

商。3 月公告無線移動資料業務的經營廠

商，5 月公告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的經營廠

商。 
1997.01 TWNIC 委員會「網路互

連推動組」推動台灣網路

交換中心的成立，研議交

換中心之運作原則，並建

議初期（一至兩年內）交

換中心歸屬 TWNIC CIX
小組監管，由 TWNIC 
CIX 小組以委外營運方

式辦理 

TWNIC 委員會網路互連推動組在第一次常

務理事聯席會議中決議成立，主要工作是在

推動台灣網路交換中心的成立，並委請國家

高速電腦中心張主任善政擔任召集人。該組

隨後討論交換中心之運作原則，並建議初期

（一至兩年內）交換中心歸屬 TWNIC CIX
小組監管，由 TWNIC CIX 小組以委外營運

方式辦理。該組並提出「台灣網路交換中心

(TWIX)規劃書」綱要在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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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上(86/7/30)獲得原則通過，並計劃在 10 月

TWNIC’97 年會上正式成立台灣網路交換中

心（TWIX）。 
1997.04 HiNet 調降撥接費用，每

月最低通信費 100 元，每

分鐘通信費 0.4 元，超過

2000 分鐘、5000 分鐘另

有 9 折及 8 折優惠。 

HiNet 調降撥接費用，每月最低通信費 100
元，每分鐘通信費 0.4 元，超過 2000 分鐘、

5000 分鐘另有 9 折及 8 折優惠。 

1997.04 TANet 管理委員會研擬

設置防護牆（fire wall）、

代理伺服器

（proxyserver）及設定路

由器存取表（access list）
等方式加以過濾等方

式，保護廣大之 TANet
中小學使用者免於受網

路上不當資訊（如色情、

暴力......等）措施。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提出為保

護廣大之 TANet 中小學使用者免於受網路

上不當資訊（如色情、暴力......等）之影響，

請各區域網路中心及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於

召開管理委員會議時，重申 TANet 相關管理

原則及宣導 TANet 上嚴禁提供色情、暴力等

不當資訊外，並請對於非 TANet 之網路所提

供不當資訊以設置防護牆（fire wall）、代理

伺服器（proxyserver）及設定路由器存取表

（access list）等方式加以過濾；請教育部爭

取提供相關設備所需經費，並協調訓委會編

列預算指定用於防制色情泛濫。 
1997.04 「政府網際服務網」(英

文名稱：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以下簡

稱 GSN) 為「電子化／

網路化政府中程推動計

畫」各分項子計畫之首要

計畫。GSN 係由行政院

研考會專案委託請中華

電信公司進行建置及維

運管理。自 1997 年 4 月

起逐級提供各機關申請

上網，並逐步完成全部十

六個話價區機房設置，與

相關基礎服務系統之運

作。 

「政府網際服務網」(英文名稱：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以下簡稱 GSN) 為「電子

化／網路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各分項子計

畫之首要計畫。GSN 子計畫係於八十六年元

月三十日經行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第三

十一次會議決議原則同意，並由行政院研考

會專案委託請中華電信公司進行建置及維

運管理。經協同中華電信公司於 1997 年 2

月間完成網路規劃，並於同年 3 月 8 日邀請

包括國民大會、總統府、五院及其所屬一級

部會機關及省市政府召開說明會，針對本網

路規劃架構、服務內容、及各機關轉換上網

等相關事宜提出說明。    GSN 自 1997 年 4 月

起逐級提供各機關申請上網，並逐步完成全

部十六個話價區機房設置，與相關基礎服務

系統之運作。 
1997.05 HiNet首先推出網路繳罰

款服務。 
HiNet 首先推出網路繳罰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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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9  Seednet、英普達開始提供 56kbps 高速撥接

服務，HiNet 於 11 月份亦推出該項服務。 
1997.09 大眾網路等 ISP 業者宣

佈成立 TIPO（Taiwan 
Internet Peering 
Organization）及網路交

換中心，提供會員交換資

資料及各 ISP 間網路塞

車問題（後因為 TWIX
推出，TIPO 成效並不顯

著）。 

大眾網路、大致網路、吉立通電信、仲琦科

技、阿波羅、索夫特資訊、凌怡系統、精業

等 ISP 宣佈成立 TIPO（Taiwan Internet 
Peering Organization）及網路交換中心，提

供會員交換資資料及各 ISP 間網路塞車問題

（原此組織欲取名 TWIX，經協調更名為

TIPO，後因為 TWIX 推出，TIPO 成效並不

顯著）。 

1997.11 行政院訂定「電子化／網

路化政府中程推動計

畫」，此為第一項電子化

政府之施政計畫（賡緒之

計畫有「電子化政府推動

方案(90~93) 」及「數位

台灣 e 化政府分項計畫

(92~96) 」-執行中。 

行政院於 1997 年 11 月 20 日以台八十六經

字第四四八七二號函實施「電子化／網路化

政府中程推動計畫」，計畫期間自八十七至

八十九年度，在相關基礎上，政府必須賡續

加速資訊應用發展，積極推動並落實電子化

政府。該計畫子計畫一:「政府網際網路骨幹

網路子計畫」、子計畫二:「骨幹網路基礎服

務子計畫」及子計畫四:「課股有信箱、訊息

瞬間通」。網路化/電子化政府中程計畫

(87~89) -已完成。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

(90~93)-已完成。數位台灣 e 化政府分項計

畫(92~96)-執行中。 
1997.11 TWIX 正式啟用，並同時

開放給網際網路服務業

者（ISP）申請連接，以

交換網際網路訊務，連接

方式計有 T1 專線與 T3
專線兩種。 

TWNIC 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86/7/30）

通過網路互連推動組提出之「台灣網際網路

交換中心（TWIX）規劃書」綱要，並同意

由中華電信數據通信分公司（HiNet）依照

該綱要內容提出「TWIX 建置及營運計劃

書」。會中亦同時確立 TWIX 建置及營運委

由中華電信數據通信分公司負責，TWIX 之

規劃及營運監督由本組負責。第五次常務理

事聯席會議（1997/9/24）通過中華電信數據

通信分公司提出之「TWIX 建置及營運計劃

書」，並請儘速進行建置作業。1997 年 11 月

26 日 TWIX 正式啟用，並同時開放給網際網

路服務業者（ISP）申請連接，以交換網際

網路訊務，連接方式計有 T1 專線與 T3 專線

兩種，費率則分別為每月新台幣五萬元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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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五仟元，申請規則與表格請直接向中華電

信數據通信分公司客戶服務中心接洽辦

理。TWIX 初期於台北設立一個交換中心，

ISP 只要具有交通部電信總局第二類電信事

業許可執照或經交通部專案特許之網路經

營者，並擁有向本中心身請之合法 IP 
Address 及 AS Number，就可以申請接入

TWIX，以合理的價格，透過 TWIX 與國內

ISP 間作訊務交換。 
1998.01 .tw Domain Name 註冊於

本日起開始收費(初期適

用於 com.tw， org.tw 及

net.tw 等三個網域名

稱，每一網域名稱註冊費

為新台幣 500 元，年費每

年新台幣 1000 元，一次

需繳足二年年費)。 

.tw Domain Name 註冊於本日起開始收費(初
期適用於 com.tw， org.tw 及 net.tw 等三個

網域名稱，每一網域名稱註冊費為新台幣

500 元，年費每年新台幣 1000 元，一次需繳

足二年年費)。此項收費的研議係於去年七月

三十日之 TWNIC 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中

決議通過。之後也經過了收費程序會議來決

定繳交費用的程序，整個 Domain Name 申請

暨收費辦法在去年十月二十一日的

TWNIC’97 年會上正式宣佈施行，並訂至年

底前為一緩衝期。 
1998.02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台

灣學術網路連線單位配合防治網路犯罪處

理要點」。 
1998.02 網路認證服務正式啟

用，網路報稅率先登場，

政府業務邁入網路化時

代。 

網路認證服務正式啟用，網路報稅率先登

場，政府業務邁入網路化時代。 

1998.03 國內 Internet 使用人口，

突破 200 萬人。 
國內 Internet 使用人口，突破 200 萬人。 

1998.04  TWNIC 舉行轉型計劃暨臺灣網際網路綠皮

書座談會，TWNIC 之建置原本規劃是以三

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的實驗計劃由教育部電

算中心義務召集。在歷時兩年兩個多月後，

原訂相關工作皆已完成，故實驗階段性任務

圓滿結束。爾後因應國內商用網路的勃興，

第二階段在經過多次會議後決議由中華民

國電腦學會接手暫管 TWNIC 並義務提供各

項行政支援與服務，TWNIC 現正積極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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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計劃之第三階段－成為一獨立運作之財

團法人方向發展。 
1998.04  有線電視上網，爭食電信大餅。衛星直撥網

路（AsiaCast DirectPC）也正式邁入市場，

共同提供高頻寬、高速率網路服務。。 
1998.08 原為資策會網路事業群

的 SEEDNet 正式以「數

位聯合有限公司」之名稱

獨立營運。SEEDNet 市

場佔有率僅次於中華電

信 HiNet，為台灣第二大

ISP 業者。 

原為資策會網路事業群的 SEEDNet 於 1998
年 8 月正式以「數位聯合有限公司」之名稱

獨立營運。SEEDNet 市場佔有率僅次於中華

電信 HiNet，為台灣第二大 ISP 業者。 

1998.09 台灣電腦網路危機處理

中心 (TWCERT/CC) 正

式成立，並於 2001.10 月

加入國際 FIRST 組織，

成為全台灣處理網路安

全方面事件的對外窗口。

1997.07 月起 TWNIC 委員會技術組開始規劃

TWCERT 建置事宜，至本月台灣電腦網路危

機處理中心 (TWCERT/CC) 正式成立，以秉

持作為國內首度關切電腦網路安全單位的

宗旨，在加速電腦網路安全相關資訊流通、

提升網站安全等級、提供相關教育訓練課程

等方面提昇服務效率，以期推動電腦網路安

全相關之工作事項。TWCERT/CC 於 2001.10
月已正式加入國際 FIRST 組織，成為全台灣

處理網路安全方面事件的對外窗口。 
1998.11 TANet 提升 T3（45Mbps）

國際專線正式啟用，其經

費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

及國科會於八十五年底

共同提出擴充頻寬出資

計畫，三單位共同分擔及

分享 TANet 國際頻寬之

精神一直延續迄今。 

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及國科會於八十五年底

共同提出「臺灣學術網路提升 T3 國際專線

計畫」，於八十六年國科會第一三四次會議

中通過，八十七年二月行政院通過同意後開

始進行。TANet 提升 T3（45Mbps）國際專

線於 11.23 日正式啟用。本提升計畫之國際

網路將連接到美國芝加哥的科學技術與研

究網路交換中心（Science，Technology and 
Research Transit Access Point，STARTAP），

並與美國高速骨幹網路服務 vBNS（very 
High Speed Backbone Network Service）互

聯。此為我國第一條國際電路用於非同步傳

輸模式（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ATM）技術之應用。國際 T3 由三單位出資

共同建立，教育部之 TANet 分配到之頻寬為

24Mbps（含 ATM overhead），.建議將此



 

35 

24Mbps 分兩部份，8Mbps 開放供一般使用

者使用，16Mbps 給 163.28.x.x 做為 Proxy、

Mail Relay 等(學術)服務優先使用。 
1998.12  有線寬頻上網技術漸趨成熟，廠商紛紛積極

動作以搶佔市場。和信 Giga 超網路繼於桃

園地區提供 cable modem 上網服務後，於

1998 年 12 月將服務範圍擴大到大台北地

區；力霸東森事業群的東豐網路也在 1999
年初開始在台北市及新竹市利用有線電視

寬頻網路提供上網商業服務。 
1998.12 1996.09 NII 提出三年三

百萬人上網計畫（當時台

灣的網路使用人口是 44
萬 1 千人），於 87 年 12
月提前達成目標。 

1996.09 NII 提出三年三百萬人上網計畫（當

時台灣的網路使用人口是 44 萬 1 千人），於

87 年 12 月提前達成目標。 

1998.12 配合擴大內需方案執，台

灣學術網路連線單位採

用中華電信 ADSL 線路

費率協調會(阿里山協調

會)，決議各縣市中小學

採用 ADSL 方案，影響

我國 ADSL 發展甚鉅。 

教育部台灣學術網路連線單位採用中華電

信 ADSL 線路費率協調會(阿里山協調會)，
主要決議影響我國 ADSL 發展甚鉅： 
(1) 教育部同意於 88 年 1 月 20 日以前向中

華電信申租 3000 組 ADSL(下行速率

1536Kbps，上行速率 384Kbps)用戶迴

路。 
(2) 中華電信同意提供 45Mbps 專線及 ATM 

port 連接各縣市及 ADSL 機房。 
(3) 每組 ADSL 裝置費新台幣 10,000 元，每

月租費新台幣 2500 元。 
(4) 配合擴大內需方案執行時程，中華電信

必須於八十八年六月卅日前提供 ADSL
線路。 

1999.03 ICANN 第一次會議於新

加坡召開，同時舉辦

APRIEOT 及 APNIC 會

議。我國吳國維先生以最

高票當選 APNIC 理事。

ICANN 第一次會議於新加坡召開，同時舉辦

APRICOT 及 APNIC 會議。我國吳國維先生

以最高票當選 APNIC 理事。 

1999.05 我國以觀察員身份，由電

信總局代表首次出席

ICANN 政府諮詢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德國柏林)。

我國以觀察員身份，由電信總局官方代表首

次出席 ICANN 政府諮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德國柏林)。此係於同年 3 月，ICANN 第一

次新加坡會議時，由我國國網中心，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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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及學者專家出席，回國後建議請政

府相關單位儘速出席該會議。 
1999.06 國內網路用戶數突破四

百萬，其中 TANET 學術

用戶 158 萬，一般撥接與

企業專線用戶約 244
萬，包括一萬餘條的固接

專線（87 年 12 月突破 3
百萬使用人口大關，此半

年內是我國網路人口成

長最快速時期）。 

國內網路用戶數突破四百萬，其中 TANET
學術用戶 158 萬，一般撥接與企業專線用戶

約 244 萬，包括一萬餘條的固接專線（87 年

12 月突破 3 百萬使用人口大關，此半年內是

我國網路人口成長最快速時期）。 

1999.06 行政院為加速推動資訊

教育基礎建設，推出「資

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

大內需追加預算案，追加

預算 64 億 7 千餘萬元，

作為初建或增設電腦教

室，並完成全省中小學皆

有電腦教室均可上網目

標。 

行政院為加速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擴大

資訊產品需求而推出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

計畫」擴大內需追加預算案，於 1999 年共

追加預算 64 億 7 千餘萬元，經費將分配給

全省 2000 餘所國小、700 餘所國中及 200 多

所高中職，作為初建或增設電腦教室、並連

上網際網路、設置各校網頁、並落實學校資

訊教育的費用；預計在 1999 年 6 月完成全

省中小學皆有電腦教室均可上網。 
1999.06 國科會「電信國家型科技

計畫」建設完成國家實驗

網路（NBEN：National 
Broadband Experimental 
Network），此為開啟我國

參與下一代網際網路

（NGN）之窗口，並與

國外之 Internet2 組織連

接。 

建設完成國家實驗網路（NBEN：National 
Broadband Experimental Network）。86 年行

政院科技顧問組第七次電子、資訊與電信策

略會議（SRB）提出加速國內寬頻網路發展

藍圖及政策，遂於 87 年 3 月國科會通過「電

信國家型科技計畫」，其中三大重點項目之

一即為建設 ATM-Based OC-3（155Mbps）國

家實驗網路(此網路亦於 88.05.18 取得交通

部之專案核准設置)，於台北、桃園、新竹、

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七個地區設立 
GigaPOP。此為開啟我國參與下一代網際網

路（NGN）之窗口，並與國外之 Internet2 組

織連接。 
1999.07 我國以「台灣」名義加入

ICANN 政府諮詢委員會

(GAC)，成為正式會員。

我國以「台灣」名義加入 ICANN 政府諮詢

委員會(GAC)，成為正式會員。 

1999.08 CIH 病毒在全世界流

行，警方約談設計 CIH 
CIH 病毒在全世界流行，警方約談設計 CIH 
病毒的陳盈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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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陳盈豪。 
1999.09  台灣中部地區發生芮氏七點三級地震，震災

當日約有 33%行動電話基地臺，因電力中

斷，暫停運作，影響全國 350 萬用戶通信服

務。經積極督導業者搶修，至 12 月 31 日止，

地震災區通信已完全暢通。 
1999.10
.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有

鑑於國內對網域名稱有

本土化（中文網址）需

求，首先提出 iDNS（國

際化的網域名稱系統）計

畫。本計畫正式開啟我國

TWNIC 後續參與國際化

域名標準制訂漫長程序

之過程。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有鑑於國內對網域名

稱有本土化（中文網址）需求，遂提出 iDNS
（國際化的網域名稱系統）計畫，希望能提

供一個安全、可靠、以及穩定的中文網域名

稱系統給國內使用，且能夠相容於舊有的網

域名稱系統（也就是原有的英文網域名稱仍

然能夠使用），並希望以開放原始程式碼

（open source）的方式流通以利推廣。此計

畫共有三個目標，分別是：網域名稱系統的

國際化、區域化、和標準化。本計畫正式開

啟我國 TWNIC 後續參與國際化域名標準制

訂漫長程序之過程。 
1999.11 我國網路服務提供廠商

(ISP)、網路內容服務提

供廠商(ICP)、電子商務

經營業者、入口網站等共

同發起成立台灣網際網

路協會（TWIA：Taiwan 
Internet Association）。 

由國內從事網際網路相關的業者，包括網路

服務提供廠商(ISP)、網路內容服務提供廠商

(ICP)、電子商務經營業者、入口網站等共同

發起成立台灣網際網路協會（TWIA：Taiwan 
Internet Association），此協會成員主要為台

灣第二類 ISP 業者，受電信總局監督並積極

參與 TWNIC 相關事務。 
1999.12 TWNIC 在 NICI 指示交

通部電信局輔導下，由電

信總局與中華民國電腦

學會共同捐助成立正式

財團法人，完成法院登

記，為我國網路 IP 位址

與網域名稱註冊機構，正

式奠立法人化組織架構。

TWNIC 在 NICI 指示交通部電信局輔導下，

由電信總局與中華民國電腦學會共同捐助

成立正式財團法人，完成法院登記，為我國

網路 IP 位址與網域名稱註冊機構，正式奠立

法人化組織架構。 

1999.12 交通部公告中華電信公

司為第一類電信事業市

內網路業務、長途網路業

務及國際網路業務市場

主導者。 

交通部公告中華電信公司為第一類電信事

業市內網路業務、長途網路業務及國際網路

業務市場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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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1 「中華民國網路消費協

會-網路 080」正式啟用。

1 月 1 日「中華民國網路消費協會-網路 080」

正式啟用。 
2000.01 Skysoft 推出 KKMAN 瀏

覽器，KKMAN 完全由國

人開發完成，可同時瀏覽

WWW 網站及 BBS 網

站。 

Skysoft 推出 KKMAN 瀏覽器，KKMAN 完

全由國人開發完成，可同時瀏覽 WWW 網站

及 BBS 網站。 

2000.01 中研院推動的 Taipei 
GigaPop 資訊建設計

畫，連接該院南港院區、

台北市政府、教育部與台

灣大學，此為我國第一個

非電信固網公司所進行

之都會光纖網路建設。 

中研院推動的 Taipei GigaPop 資訊建設計

畫，係運用光纖進行基礎建設，連接該院南

港院區、台北市政府、教育部與台灣大學，

為國家提供了先進網路學理與技術研究開

發之實驗平台，此為我國第一個非電信固網

公司所進行之都會光纖網路建設。 

2000.01 全球第一個網路教育城

市--「亞卓市

（http://www.educities.ed
u.tw）假國立中央大學舉

行開幕典禮。 

全球第一個網路教育城市--「亞卓市」假國

立中央大學舉行開幕剪綵儀式，由包括本院

李遠哲院長擔任名譽市長，國科會主委、清

大、中大、陽明大學及花蓮師院校長等人擔

任名 譽局長，共同為未來網路學習社會播

種。「亞卓市」讀音近似 EduCities，因而取

其「亞洲卓越城市」之意網址為

http://www.educities.edu.tw。此一虛擬都市是

經由一些有遠見之社會人士所發起與帶

動，以教育為主要宗旨，藉由他們的影響

力，以快速結合社會各界資源，組織及塑造

一個新的網路學習社會。 
2000.02  國內學術網路骨幹之區域網路中心對外頻

寬為 120 Mbps (ATM)，縣市教育網路中心對

外頻寬為 45 Mbps。同年七月修訂「台灣學

術網路之連線原則」，規範與 TANet 互連之

ISP 需多點連線，12 家 ISP 與 TANet 全省不

同區域有 7 個點以上之連線。 
2000.03 中研院與日本 APAN

（ Asia Pacific  
Advanced Network ）完

成連網， 日後將可經由

日本數據專線與韓國、日

本、東南亞地區的研究網

中研院與日本 APAN（ Asia Pacific  
Advanced Network ）完成連網， 日後將可

經由日本數據專線與韓國、日本、東南亞地

區的研究網路直接通訊。為因應 APAN 之

引進，所佈設之日本專線亦將於近日配合升

速至 512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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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直接通訊。 
2000.03 TWNIC 羅斯褔路辦公新

址辦公室正式啟用，網域

名稱註冊系統由 Seednet
移回 TWNIC，.com.tw、

org.tw、net.tw 之網域名

稱註冊，正式移交

TWNIC 註冊管理，為我

國域名註冊制度化奠定

良好基礎。 

TWNIC 羅斯褔路辦公新址辦公室正式啟

用，網域名稱註冊系統由 Seednet 移回

TWNIC，此後之..com.tw、org.tw、net.tw 之

網域名稱註冊，正式移交 TWNIC 註冊管

理，為我國域名註冊制度化奠定良好基礎。

2000.03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有關

過濾及防治色情、暴力、犯罪等之網頁內

容，國外的部份由教育部電算中心負責，

區、縣網中心則負責該區域的部份，ISP、ICP
的部份則由各 ISP、ICP 各自負責，並請教

育部電算中心發文請各 ISP、ICP 切實依「台

灣學術網路之連線原則」中二、網網相連之

通則 1.基本條件中的第（6）點執行，協同

過濾及防治犯罪與色情之網頁，如未配合執

行則得終止其連線。 
2000.03 交通部於 88 年訂頒『固

定通信網路業務管理規

則』，並受理經營綜合網

路業務之申請，評審結果

計有「臺灣固網股份有限

公司籌備處」、「東森寬

頻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籌

備處」、「新世紀資通股

份有限公司籌備處」等三

家申請者經審查合格。 

交通部於 88 年訂頒『固定通信網路業務管

理規則』，並受理經營綜合網路業務之申

請，而於本日公告「固定通信綜合網路業務」

評審結果；四家申請者經評分結果計有臺灣

固網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東森寬頻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

司籌備處等三家申請者經審查合格。 

2000.03 TWNIC 舉行正式成立開

幕典禮並舉辦多語言網

域名稱研討會，並邀請

CNNIC、HKNIC、

MONIC、JPNIC 來訪，

為我國 TWNIC 奠定成為

亞太地區主要 NIC 成員

國之一。 

TWNIC 於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行正式成

立開幕典禮並舉辦多語言網域名稱研討

會。該研討會邀請 CNNIC、HKNIC、

MONIC、JPNIC 來訪，為我國 TWNIC 奠定

成為亞太地區主要 NIC 成員國之一，往後亞

太各國 NIC 之間互動頻繁，TWNIC 開始扮

演我國 Internet 域名註冊與 IP 位址分配之重

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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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4 TWNIC 公告 ADSL 及

ISDN IP 位址分配原則。

TWNIC 公告 ADSL 及 ISDN IP 位址分配原

則，明確化寬頻接取網路 IP 分配分配原則，

加速寬頻化之發展腳步。該分配原則並於同

年 09.04 進行修正版公布，並加入 Cable IP
分配原則。。 

2000.05 TWNIC 開放中文網域及

個人網域名稱（idv.tw）

線上註冊申請服務。 

TWNIC 開放中文網域及個人網域名稱

（idv.tw）線上註冊申請服務。 

2000.05 TWNIC、CNNIC、

HKNIC、MONIC、

JPNIC、KRNIC 中文網域

名稱協調聯合會

（CDNC）籌備會及第一

次會議於北京召開，確立

爾後 CDNC 扮演全球多

國語言域名（含簡體、繁

體中文）技術及政策發展

主導角色之基礎。 

TWNIC、CNNIC、HKNIC、MONIC、JPNIC、

KRNIC 中文網域名稱協調聯合會（CDNC）

籌備會及第一次會議於北京召開，確立爾後

CDNC 扮演全球多國語言域名（含簡體、繁

體中文）技術及政策發展主導角色之基礎。

2000.07 ICANN 一般性會員（at 
large membership）選舉

董事案，意外掀起 tw.cn 
與 .tw country code 使用

權之論戰。  

一封出自經濟部國貿局的電子郵件呼籲大

家加入 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此一職司網際

網路公共資源分配事務的非政府性國際組

織，登記成為其一般性會員（at large 
membership），結果在台灣的 BBS 站和電子

郵件轉寄上掀起一陣恐慌性熱潮，深究箇中

原因，不外乎該呼籲內容指出大家若不參加

ICANN 成為個人會員，我們的 e-mail 可能

就會變成 xyz@xyz.com.tw.cn 這種的說法，

和有人誤解成這是指.tw 此一 country code 使

用權可能不保所致。 
2000.07 CNNIC, JPNIC, KRNIC

及 TWNIC 共同成立

JET（Joint Engineering 
Team），致力於 IDN 技

術之發展，並共同提出

RFC 3743：JET 
Guidelines for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CNNIC, JPNIC, KRNIC 及 TWNIC 共同成立

JET（Joint Engineering Team），致力於 IDN
技術之發展，並共同提出 RFC 3743：JET 
Guidelines for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IDN。JET 同時積極參與 ICANN IDN 技術與

政策之制訂，對 ICANN IDN Guidelines 等致

力貢獻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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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N。 

2000.07 TWNIC 邀請 ICANN 總

裁 Michael M. Roberts 來

訪並辦理研討會暨記者

會。 

全球 ICANN 於日本橫濱召開，相關之周邊

會議如 APTLD、APNG、CDNC、MINC、

及 INET2000 等也一併於橫濱召開。TWNIC
於會議前夕(07.12)邀請 ICANN 總裁 Michael 
M. Roberts 來訪並辦理研討會暨記者會。 

2000.07 TWNIC 網域名稱委員會

第六次會議公佈

「TWNIC 即將開放民間

業者代理網域名稱申請

並調降費率」。 

TWNIC 網域名稱委員會第六次會議公佈

「TWNIC 即將開放民間業者代理網域名稱

申請並調降費率」。 

2000.08  電信總局已於 89 年 8 月 14 日至同年 11 月

30 日受理經營國際海纜電路出租業務之申

請，共計有「全球光網電訊股份有限公司籌

備處」、「三達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網上網洲際海纜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台灣國際纜網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及「台灣國際海纜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業

者取得審查核可。全球光網並於 90.07.25 於

八里首家民營業者佈纜登陸。 
2000.08 行政院通過「建立我國通

資訊基礎建設安全機制

計畫」，成立「國家資通

安全會報」並於其下設立

「國家資通安全應變中

心」。 

為統籌強化我國資訊戰防衛能力，國家安全

會議於 2000 年 5 月奉 總統指示研提「建

立我國通資訊基礎建設安全機制」建議書，

並經 總統於八月卅日核定，轉送行政院

NICI 小組負 責規劃推動相關工作，並於

2001 年 1 月行政院通過「建立我國通資訊基

礎建設安全機制計畫」，2001 年 3 月成立「國

家資通安全會報」並於其下設立「國家資通

安全應變中心」，以協助政府機關及重要民

間業者之 資通訊及網路系統，一但遭受外

來因素破壞或不當使用等緊急事故發生

時，能迅速通報及緊急應變處置，以降低該

事故可能帶來之損害。 
2000.09 政大邱姓學生在網際網

路校園電子佈告欄毀謗

政大邱姓學生在網際網路校園電子佈告欄

毀謗趙姓教授，被判刑拘役 5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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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姓教授，被判刑拘役

55 天。 
2000.10  ICANN 發起一般會員（At Large member）

投票選取理事，亞太地區我國有兩位參選

（吳國維先生及姜國輝先生），最後亞太地

區由日本 Mr. Masanobu Katoh 當選，當時於

國內掀起一波關心全球網路管轄權議題，加

入 ICANN 成為一般會員蔚為風潮。 
2000.10 TANet 出國頻寬由原來

擴增為 100Mbps，專用頻

寬將由原來之 16Mbps 擴

增為 64Mbps，一般頻寬

由原來之 6Mbps 擴增為

26Mbps，圖書館專用頻

寬由原來之 2Mbps 擴增

為 10Mbps，圖書館頻寬

未使用部分，將移作專用

頻寬使用。另外將開放有

做色情及不當資訊防制

之區、縣網之 Proxy 
server申請使用163.28之

專用 IP。 

TANet 出國頻寬由原來之 24Mbps 擴增為

100Mbps，其中專用頻寬將由原來之 16Mbps
擴增為 64Mbps，一般頻寬將由原來之 6Mbps
擴增為 26Mbps，圖書館專用頻寬將由原來

之 2Mbps 擴增為 10Mbps，圖書館頻寬未使

用部分，將移作專用頻寬使用。另外將開放

有做色情及不當資訊防制之區、縣網之

Proxy server 申請使用 163.28 之專用 IP。 

2000.10 總統府全球資訊網 10/8
上午八時起開放

（http://www.president.g
ov.tw），開放網友透過網

路瞭解總統府各項動態

暨相關內容。 

總統府全球資訊網 10/8 上午八時起開放，開

放網友透過網路瞭解總統府各項動態暨相

關內容。網址為

http://www.president.gov.tw，歡迎有興趣者連

線參考並提供意見(美國的總統府 - 白宮 
(http://www.whitehouse.gov/)於 1994 年初上

線）。 
2000.10 TWNIC 舉辦網域名稱代

理登錄廠商聯合簽約典

禮暨中文網域名稱系統

展示說明會，六家業者取

得 TWNIC 網域名稱代理

登錄權 registrar，正式開

啟.tw 網域名稱使用者可

以經由六家業者提供代

理註冊之服務。 

TWNIC 舉辦網域名稱代理登錄廠商聯合簽

約典禮暨中文網域名稱系統展示說明會，並

於 12.04 日起中華電信（HiNet）、數位聯合

（Seednet）、網路家庭（PCHOME）、亞太線

上（APOL）、協志聯合科技（TISnet）及網

路中文（Net-Chinese）六家業者取得 TWNIC
網域名稱代理登錄權 registrar，正式開啟.tw
網域名稱使用者可以經由六家業者提供代

理註冊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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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1 TWNIC 首度公布台灣網

際網路連線頻寬圖。 
TWNIC 首度公布台灣網際網路連線頻寬

圖，將 ISP 及交換中心間之網路頻寬建立一

套線上登錄及公布系統，並製作網際網路連

線頻寬 Flash 圖及書面圖表，為我國 ISP 間

網路頻寬透明化奠立良好基礎。 
2001.01  行政院於 90 年 1 月 17 日第 2718 次院會通

過「建立我國通資訊基礎建設安全機制」計

畫，並於行政院下設立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由行政院院長兼任召集人，行政院副院長兼

任副召集人，執行長由行政院 NII 小組總召

集人兼任，下設綜合業務組、技術服務中

心、標準規範工作組、稽核服務工作組、資

訊蒐集工作組、網路犯罪工作組及通報應變

工作組等七個工作組，分別由行政院 NICI
小組、經濟部、國科會、法務部及主計處等

單位負責推動資通安全基礎建設工作。 
2001.01 ICANN 政策長暨財務長

Andrew McLaughlin、亞

太區董事 Masanobu 
Katoh 訪台。 

ICANN 政策長暨財務長 Andrew 
McLaughlin、亞太區董事 Masanobu Katoh 訪

台。 

2001.02 「中美海纜」突然斷裂，

台美網路連線受到嚴重

影響，台灣學術網路

(TANet)對美連線幾乎完

全癱瘓，中華電信

Hinet、數位聯合 Seednet
等 ISP 線路也發生大塞

車，用戶抱怨連連。 

「中美海纜」突然斷裂，台美網路連線受到

嚴重影響，台灣學術網路(TANet)對美連線幾

乎完全癱瘓，中華電信 Hinet、數位聯合

Seednet 等 ISP 線路也發生大塞車，用戶抱怨

連連。3 月，中美海纜再度斷線，HiNet、
Seednet 及 TANet 近 400 萬用戶受到影響 

2001.02 「明日報」停刊，個人新

聞台台長發起自救連署。

1999.11 月 PC home Online 網路家庭與新新

聞宣佈，將共同成立華文世界中第一份的綜

合性網路原生報，名為《明日報》。受.com
泡沫化影響，本日「明日報」停刊，個人新

聞台台長發起自救連署。 
2001.02 雅虎公司宣布，旗下的雅

虎台灣與奇摩站合併成

立雅虎奇摩。 

雅虎公司宣布，旗下的雅虎台灣與奇摩站合

併成立雅虎奇摩。 

2001.03 TWNIC 網域名稱委員會

通過「網域名稱爭議處理

TWNIC 網域名稱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

過「網域名稱爭議處理辦法暨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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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暨實施要點」，並通

過認可「資策會科技法律

中心」、「台北律師公會」

為網域名稱爭議處理機

構。 

次日通過認可「資策會科技法律中心」、「台

北律師公會」為網域名稱爭議處理機構。 

2001.03 ICANN 成立 At-Large 
Membership Study 
Committee，TWNIC 監事

（中央大學產經所）劉靜

怡教授被聘為該研究委

員會成員。 

ICANN 成立 At-Large Membership Study 
Committee，研究一般會員選舉理事之議

題，並提供改進建議方案，TWNIC 監事（中

央大學產經所）劉靜怡教授被聘為該研究委

員會成員。 

2001.04 成大網路 mp3 事件，檢

調單位進入學生宿舍搜

索盜版音樂光碟。最後於

同年八月與 IFPI 有條件

和解，撤消對涉案學生告

訴。 

成大網路mp3事件，檢調單位進入學生宿舍

搜索盜版音樂光碟。最後於同年八月與IFPI
有條件和解，撤消對涉案學生告訴。 

2001.04 為提升整體性推動效

率，行政院將原「NII 小

組」、「行政院資訊發展推

動小組」以及「產業自動

化及電子化推動小組

(iAeB)」合併為「行政院

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

小組」，英文名稱為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簡稱 NICI 小

組。 

至民國2001年4月，為提升整體性推動效

率，行政院將原「NII小組」、「行政院資訊發

展推動小組」以及「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化推

動小組(iAeB)」合併為「行政院國家資訊通

信發展推動小組」，英文名稱為「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

簡稱NICI小組。 

2001.04 NICI 指示開始研議

「TANet/TANetⅡ
/NBEN 合併事宜」。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及國家資訊電信推動小

組（NICI）召開「研商 TANetⅡ後續應用座

談會」中指示：請國科會、中研院及教育部

研商將 TANet 及 TANetⅡ整合相關事宜。國

家高速電腦中心已於五月十六日召開

「TANet/TANetⅡ/NBEN 合併事宜」討論會

議，就設備、電路及人力交換意見。 
2001.05 ICANN GAC 主席 Dr. 

Paul Twomey 訪台（現為

ICANN GAC 主席 Dr. Paul Twomey 訪台

（現為 ICANN President & CEO）並發表



 

45 

ICANN President & 
CEO）並發表「ICANN
面臨之挑單」專題演講。

「ICANN 面臨之挑單」專題演講。 

2001.06 我國電信自由化後之第

一家民營固網業者東森

寬頻電信宣布開始營

運。隨後同年 08/07 及

08/08 日新世紀資通及台

灣固網亦宣布開始營運。

我國電信自由化後之第一家民營固網業者

東森寬頻電信宣布開始營運。隨後同年 08/07
及 08/08 日新世紀資通及台灣固網亦宣布開

始營運。 

2001.07 ICANN President & CEO 
Dr. Stuart Lynn 訪台。 

ICANN President & CEO Dr. Stuart Lynn 訪

台。 
2001.08 國內第一宗網域名稱處

理爭議案件專家決定書

出爐，申訴人：瑪斯公司

請求欽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所註冊之

m-ms.com.tw 網域名稱

移轉給申訴人，該決定書

決定將系爭網域名稱移

轉於申訴人。 

國內第一宗網域名稱處理爭議案件專家決

定書出爐，申訴人：瑪斯公司請求欽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所註冊之 m-ms.com.tw 網域名

稱移轉給申訴人，該決定書決定將系爭網域

名稱移轉於申訴人。 

2001.08 「12th APNIC Open 
Policy Meeting」及

APNIC 年度會員大會，

假台北圓山飯店舉行。我

國黃勝雄先生並於

APNIC 會員大會中當選

ICANN Address Council
亞太區委員。 

「12th APNIC Open Policy Meeting」及

APNIC 年度會員大會，假台北圓山飯店舉

行。亞太地區網路技術社群人士兩百多人匯

聚，討論亞太及全球網路技術及政策議題。

我國黃勝雄先生並於 APNIC 會員大會中當

選 ICANN Address Council 亞太區委員 

2001.09 ICANN 成立國際化域名

委員會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Committee 
(IDN Committee)，
TWNIC 陳文生執行長被

聘任為委員。 

ICANN 成立國際化域名委員會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Committee 
(IDN Committee)，TWNIC 陳文生執行長被

聘任為委員。 

2001.10  TANet 因國際海纜頻寬開放，使用原 T3*2
之電路經費提升頻寬至 STM1*2(310Mbps)。

2001.10 TWNIC 爭取到 APTLD
（Asia Pacific Top Level 

TWNIC 爭取到 APTLD（Asia Pacific Top 
Level Domain Forum）秘書處設於台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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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Forum）秘書處

設於台灣，並於理事會中

提出二年任期工作計畫

書，開啟往後.tw 於

APTLD 中活躍角色之另

一灘頭堡。 

於理事會中提出二年任期工作計畫書，開啟

往後.tw 於 APTLD 中活躍角色之另一灘頭

堡。 

2001.10  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二月二十六日行政院第

二七六六次院會通過「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方

案」，此為 e-Taiwan 發展之最重要藍圖計畫。

2001.10 立法院三讀通過電子簽

章法。 
立法院三讀通過電子簽章法，對於國內電子

商務的發展提供基本的法源規範。未來國內

的網路的數位憑證，將具有等同於書面契約

的效力，對未來電子商務的發展可說注入一

股強心針，同時對金融業與電子簽章認證單

位等公司將可直接受惠。 
2001.11  台北市議會三讀通過俗稱網咖條例的「台北

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理自治條例」，根據業

者的估計，在全台北市至少 870 家的網咖

中，大約有八成以上的網咖業者皆無法符合

規定，如果無法順利轉型，將面臨關門命運。

2001.11 TWNIC IP 位址及網路協

定委員會修正並通過

IXTF(IX 工作小組)所提

之網際網路交換中心運

作參考規範及認可程序

與說明。 

TWNIC 90.11.21 第 12 次 IP 位址及網路協定

委員會修正並通過 IXTF(IX 工作小組)所提

之網際網路交換中心運作參考規範及認可

程序與說明。 

2001.11 APNIC Effective IP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研討會首度於劍潭活動

中心舉行。 

APNIC Effective IP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研討會首度於劍潭

活動中心舉行，對我國 ISP 之 IP 位址分配管

理進行研討訓練，此後每年舉行類似訓練研

討活動向 ISP 更新全球最新位址分配政策及

相關技術議題。。 
2001.12 TANet 協調固網業者提

供電路最後由中華電

信、東森寬頻電信兩家首

先提供 Gigabit Ethernet
設備，規劃並建立台灣第

一個 Gigabit Ethernet 

TANet 協調固網業者提供電路，最後由中華

電信、東森寬頻電信兩家首先提供 Gigabit 
Ethernet 設備，規劃並建立台灣第一個

Gigabit Ethernet Backbone，讓台灣全島成為

一都會網路(MAN)，邁向真正超頻寬之網路

環境。同時訂定相關管理原則及規範，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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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bone。 加運用此超頻寬骨幹網路。 
2001.12 NICI 下成立「IPv6 推動

工作小組」，正式啟動我

國推動新世代網際網路

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協定基礎建

設與研發應用一系列計

畫之序曲。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以下

簡稱 NICI）民間諮詢委員會」於民國 90 年

10 月 3 日將 IPv6 列入國家網路建設重要計

畫之一；繼之於同年 10 月 26 日的「行政院

NICI 綜合業務組」會議中決議於 NICI 下成

立「IPv6 推動工作小組」，並由行政院蔡政

務委員清彥擔任總召集人，交通部電信總局

簡局長仁德擔任召集人；同年 12 月 28 日正

式召開第一次推動工作小組會議，提出規劃

方向及未來具體可行之運作方式， 並以規

劃建立新世代網際網路 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協定平台為主軸，初期從

階段性實驗網路開始，逐漸廣泛地導入商業

之應用，及未來能與全球 IPv6 應用網路同步

接軌，屬ㄧ個由國家啟始性(Initiative)推動及

帶動產業發展的整合型計畫。 
2001.12 我國寬頻用戶突破百萬

用戶，達 113 萬戶，較

2000 年底增加 90 萬戶，

成長率達 400%。113 萬

寬頻用戶當中，ADSL 用

戶有 92 萬，Cable Modem

用戶有 21 萬（2001 年 9

月寬頻用戶為 90 萬用

戶，因此估計我國寬頻用

戶 100 萬戶之時間點約

為 2001 年 10 月，ADSL 

100 萬用戶之時間點約為

2002 年 1 月）。 

我國上網人口達 782 萬人，普及率達 35%。

學術網路（TANet）上網的用戶數有 291 萬

戶，透過電話撥接上網的用戶數達 525 萬

戶，固接專線用戶數為 1.7 萬戶，ADSL 用戶

數為 92 萬戶，Cable Modem 用戶數達 21 萬

戶，ISDN 用戶數為 1.2 萬戶，衛星用戶數約

2,000 戶；上述用戶經過加值運算，並扣除低

用度用戶及一人多帳號等重複值後，計算出

我國上網人口達 782 萬人。寬頻用戶亦突破

百萬用戶，達 113 萬戶，較 2000 年底增加

90 萬戶，成長率達 400%。113 萬寬頻用戶當

中，ADSL 用戶有 92 萬，Cable Modem 用戶

有 21 萬。 

2002.01 TWNIC 召開 IP 位址及網

路協定委員會認可通過

TWIX、TWNAP、TPIX
三家為我國網路交換中

心。另 EBIX 網際網路交

換中心於 2003.03.31 日

獲認可通過（我國現有四

個網路交換中心）。 

TWNIC 召開 IP 位址及網路協定委員會第十

三次會議，依網際網路交換中心運作參考規

範及認可程序，認可通過 TWIX、TWNAP、

TPIX 三家為我國網路交換中心。另 EBIX 網

際網路交換中心於 2003.03.31 日獲認可通過

（我國現有四個網路交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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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 我 國 第 三 代 行 動 通

訊 (3G)執 照 競 標 拍

板 案 ， 由 遠 致 、 聯

邦 、 台 灣 大 哥大、中

華電信和亞太行動寬頻

取得五張 執 照 。 

我 國 第 三 代 行 動 通 訊 (3G)執 照 競 標

拍 板 案 ， 由 遠 致 、 聯 邦 、 台 灣 大 哥

大、中華電信和亞太行動寬頻取得五張 執

照 。 

2002.03  中研院 Taipei GigaPoP 新增長庚、文化兩校

高速網路連線，Taipei GigaPoP 目前計有總

統府、中華經濟研究院、TANet、台北市教

育網、台北市政府、大專院校、台灣固網、

和信超媒體、台灣全球光網等共計近三百個

連線單位。 
2002.03 「我的 e 政府─電子化

政府入口網

（http://www.gov.tw）」

已於 2002 年 3 月 20 日

正式啟用。英文全名為

My E-government - The 
E-government Entry Point 
of Taiwan，簡稱

MyEgov。 

「我的 e 政府─電子化政府入口網

（http://www.gov.tw）」已於 2002 年 3 月

20 日正式啟用。英文全名為 My 
E-government - The E-government Entry Point 
of Taiwan，簡稱 MyEgov。 

2002.03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有關

「TANet 新世代骨幹網路連接規範」（如附

件），依教育部電算 中心所提意見修訂通

過，對以光纖（Gigabit 或 Fast）電路申請

介接至各區域網路中心之各級學校，根據

「TANet 新世代骨幹網路連接規範」，需自

行建構不當資訊過濾系統，始得連線。從此

開啟校園 Gigabit Ethernet 逐漸布建之新頁。

2002.04  在行政院、經濟部、國科會、教育部、交通

部電信總局等各單位的支持與指導下，台灣

網路資訊中心（TWNIC）與工研院電通所共

同舉辦三天的「2002 網際網路趨勢研討

會」，邀請國內外專家發表 IPv6 技術及應用

發展狀況，並於會中正式宣佈台灣 IPv6 論壇

（IPv6 Forum Taiwan）成立，以示帶領台灣

相關產業即早投入 IPv6 領域的決心。 
2002.05  「行政院研考會會同各機關於 2001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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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訂了「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2001 年至

2004 年），透過健全的網路基礎環境，致力

推動政府與政府間（G2G）、政府與企業間

（G2B）及政府與民眾間（G2C）的網路服

務；而行政院於 2002 年 5 月更通過「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進一步以數位

台灣計畫裡「e 化政府」分項計畫，實現智

慧型政府的目標。 
2002.05 行政院正式通過「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數位台

灣 (e-Taiwan)計畫」為其

中項目之一，以加速推

動台灣建立資訊社

會，成為亞洲最  e 化

國家 之一為願景。我國

IPv6 建置發展計畫正式

列入 e-Taiwan 計畫中。

行政院正式通過「挑戰  2008，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  六年內將投入新台幣 26,500 
億元，推動 e 世代人才培育 、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國際創新研發基地、產業高值

化、觀光客倍增、數位台灣、營運總部等

十大重點計畫。其中的「數位台灣

(e-Taiwan)計畫」以加速推動台灣建立資訊

社會，成為亞洲最  e 化國家之一為願

景。我國 IPv6 建置發展計畫正式列入

e-Taiwan 計畫中。 
2002.05 ISOC 台灣分會由資策會

推廣處正式移轉至

TWNIC，並召開 ISOC
台灣分會會員大會順利

選出選出 11 名理事暨 3
名監事（非正式法人化之

組織）。ISOC 台灣分會係

以推展網路公民關心網

路議題為目的，在

TWNIC 協助下運作，並

作為 ISOC 全球總會之對

應窗口。 

ISOC 台灣分會由資策會推廣處正式移轉至

TWNIC，並召開 ISOC 台灣分會會員大會，

順利選出選出 11 名理事暨 3 名監事（非正

式法人化之組織）。ISOC 台灣分會係以推展

網路公民關心網路議題為目的，在 TWNIC
協助下運作，並作為 ISOC 全球總會之對應

窗口。 

2002.05  數位台灣計畫緣起於民國 90 年 8 月 21 日，

研考會於行政院第十一次科技產業策略

（SRB）會議所提報的「電子化政府推動方

案」。其後配合同年 12 月通過的「國家資訊

通信發展（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 ; NICI）方案」，以

及民國 91 年 3 月行政院游院長推動之「挑

戰 2008 總目標」，陸續將多項旗艦計畫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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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數位台灣計畫」，並於民國 91 年 5 月 31
日經行政院核定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的十大建設計畫之一，也是 NICI
方案中最重要的推動工作。目前計畫中之主

要項目包括「600 萬戶寬頻到家」、「e 化生

活」、「e 化商務」、「e 化政府」、「縮減數位落

差」為數位台灣計畫的五大發展架構，共涵

蓋 59 項計畫。 
2002.07 TWNIC 召開第十一次

ICANN ccTLD 合約研議

小組(ICA)會議，邀請

ICANN 副總裁 Luis 
Touton 及 ICANN 國際法

務顧問 Theresa 
Swinehart 訪台與 ICA 委

員商洽簽約流程及合約

草案條文。 

TWNIC 召開第十一次 ICANN ccTLD 合約研

議小組(ICA)會議，邀請 ICANN 副總裁 Luis 
Touton 及 ICANN 國際法務顧問 Theresa 
Swinehart 訪台與 ICA 委員商洽簽約流程及

合約草案條文。 

2002.09 TWNIC 通過新增

「.game.tw」「.ebiz.tw」、

「club.tw」三個第二層往

域名稱。（這三個第二層

網域名稱後來運作成效

不佳）。  

TWNIC 繼 2 月 27 日召開第十七次網域名稱

委員會公告通過新增「.game.tw」網域名稱

類型後，又於網域名稱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

議通過新增第二網域名稱 「.ebiz.tw」、

「club.tw」（這三個第二層網域名稱後來運

作成效不佳）。 
2002.10  行政院研考會啟用政府憑證總管理中心

(Government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GRCA)簽發憑證給所屬憑證機構。 
2002.10  在日本 APAN TokyoXP 以及日本 NSPIXP-6

交換中心工作人員之大力協助下，中研院計

算中心正式與日本最大的 IPv6 交換中心完

成 100Mbps Fast Ethernet 實體線路連接，成

為台灣唯一與日本 IPv6 交換中心直接連線

的單位。NSPIXP-6 於 KDDI Otemachi 
Building（Tokyo City）、NTT Communications 
Otemachi Building（Tokyo City）、NTT West 
Dojima 3rd Building（Toyama City）均有機

房，彼此間以超高速乙太網路暗光纖相連成

為一個分散式的交換中心，專門提供各網路

商間進行 Native IPv6 訊務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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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0 ISOC Board of Trustees 
主席 Mr. Fred Baker，應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中央

研究院計算中心與 
ISOC Taiwan Chapter 之

邀，於訪台期間發表「以

ISOC 為例－談未來國際

網路組織之發展趨勢」專

題演講。 

The Internet Society (ISOC) Board of Trustees 
主席 Mr. Fred Baker，應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與 ISOC Taiwan 
Chapter 之邀，於訪台期間假台北市資訊科學

展示中心發表「以 ISOC 為例－談未來國際

網路組織之發展趨勢」專題演講。 

2002.12  由中研院負責維運之 TaipeiGigaPoP（大台北

都會光纖網路）與政府服務網路（GSN）完

成連線。GSN 與 TaipeiGigaPoP 使用 155Mbps
光纖同步傳輸線路相連，大幅提升 GSN 對

外連線頻寬，加速 e-政府所提供的電子化服

務；中研院網路位於美國西雅圖 PAIX 管理

中心之設備完成與西雅圖網路交換中心

（SIX; Seattle Internet eXchange center）連

線。本連線可大幅提升與中研院網路於美國

東北地區網路覆蓋面，並與該地區最大的學

術網路交換點 Pacific Northwest GigaPoP
（PNW-GigaPoP）進行介接，提供更為便利

快捷的環境與當地學術研究機構進行交

流。。 
2002.12  電信總局公布「學術、教育或專為網路研發

實驗目的之電信網路設置使用管理辦法」。 
2003.01 TWNIC DN 委員會通過

申請註冊

com.tw/net.tw/org.tw 免

書面文件審核。 

TWNIC DN 委員會通過申請註冊

com.tw/net.tw/org.tw 免書面文件審核。 

2003.01 國科會電信國家型計畫

於 2003 年首度通過「台

灣 SIP/ENUM trial 應用

試驗建置計畫」，在國立

交通大學曾憲雄教授主

持下，利用 SIP/ENUM 
技術及 ENUM 09440 
門號推動建置網路電話

及 ENUM 實驗環境。 

國科會於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2003 年首

度通過「台灣 SIP/ENUM trial 應用試驗建

置計畫」，並在 2004 年前完成 SIP/ENUM 
核心網路服務的試驗環境建置，並提出多種

讓學校參與的架構。在國立交通大學曾憲雄

教授主持下，利用 SIP/ENUM 技術及 
ENUM 09440 門號推動建置網路電話及

ENUM 實驗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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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  行政院乃於 2003 年 2 月間成立「通訊傳播

委員會籌設推動小組」，研擬完成「通訊傳

播基本法」及「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草

案，並於 9 月 8 日將兩草案函送立法院審

議，其中通訊傳播基本法已於 12 月 26 日經

立法院三讀通過（嗣經總統於 2004 年 1 月 7
日明令公布施行） 

2003.02 T WNI C 主 辦  2003 
年 亞 太 網 路 科 技 高

峰 會 「 APRICOT 
2003」 ， 積 極 參與

亞太地區網路社群，引進

國際最新網路科 技 新

知 ， 與 國 際網路科技

產業分享經驗。TWNIC
並在會中代表台灣與

歐、日簽署合作意向書，

未來將共同推動 IPv6 技

術發展。 

T WNI C 主 辦  2003 年 亞 太 網 路 科 技

高 峰 會 「 APRICOT 2003」 ， 積 極

參與亞太地區網路社群，引進國際最新網路

科 技 新 知 ， 與 國 際網路科技產業分享

經驗。TWNIC 並在會中代表台灣與歐、日

簽署合作意向書，未來將共同推動 IPv6 技術

發展。 

2003.02 交通部電信總局依電信

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研

擬「網際網路位址及網域

名稱註冊管理業務監督

及輔導辦法」公佈實施，

首度將我國 IP 位址分配

及.tw 網域名稱註冊業

務，納入政府之監督管理

範圍內。 

交通部電信總局依電信法第二十條之一規

定，研擬「網際網路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

理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公佈實施，首度將

我國 IP 位址分配及.tw 網域名稱註冊業務，

納入政府之監督管理範圍內。 

2003.02  行政院研考會成立行政機關電子憑證推行

小組，並於 2003/03/03 簽發政府憑證管理中

心及政府測試憑證管理中心憑證，啟用政府

憑證管理中心(GCA) 啟用政府測試憑證管

理中心(GTESTCA)，2003/08/07 啟用工商憑

證管理中心(MOEACA)，簽發公司行號憑證

及組織級團體憑證管理中心(XCA)簽發學校

（含公私立學校）、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行政法人、自由職業事務所及其他非法人團

體等六種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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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3 台灣部落格

(www.twblog.net)成立，

台灣第一個結合 rss 新

聞交換站台與 blog 
hosting 的實驗網。 

2002.11 月台灣開始引進 MovableType，寫

作 blog。台灣部落格成立 www.twblog.net，
台灣第一個結合 rss 新聞交換站台與 blog 
hosting 的實驗網。 

2003.03 TWNIC 獲電信總局（代

表政府）授權與 ICANN
正式簽署.tw ccTLD 三方

（政府、ICANN 與

TWNIC）授權合約，此

為我國.tw 網域名稱註冊

管理與全球網際網路管

理組織 ICANN 正式建立

正合約關係。 

TWNIC 獲電信總局（代表政府）授權與

ICANN 正式簽署.tw ccTLD 三方（政府、

ICANN 與 TWNIC）授權合約，此為我國.tw
網域名稱註冊管理與全球網際網路管理組

織 ICANN 正式建立合約關係。 

2003.03  中研院規劃之歐洲學術網路連線服務第一

期建設，已於三月一日完成建設，並於三月

十七日完成相關之驗收程序。歐洲學術網路

連線服務係由中心負責進行規劃，並偕同教

育部電算中心一同分攤建設經費。第一期建

設建立 STM-4（622Mbps）連線由台灣直通

美國芝加哥 StarLight 交換中心，於該中心與

歐美各大學術網路進行互連（含 Internet-2, 
STAR TAP, CERN, SURFnet, ESNet 等研究

網路)；另一條 STM-1（155Mbps）電路直通

英國倫敦，將與該國研究網路 GEANT 進行

連線。此後，台灣到 StarLight 以及倫敦之網

路效能大幅提升為 180ms 與 280ms，將可提

供更為良好的效能支援遠端實驗室等應用。

2003.04 Wiki 介紹到台灣。最早

進入台灣的系統包括 
Tavi、JSPWiki、
OpenWiki。 

Wiki 介紹到台灣。最早進入台灣的系統包括

Tavi、JSPWiki、OpenWiki。 

2003.05 4、5 月 SARS 疫情擴散

期間，助長網路購物、線

上學習、寬頻影音、網路

銀行、企業 e 化、網路視

訊等需求，部分資訊網路

產業搶搭這波疫情風暴

4、5 月 SARS 疫情擴散期間，民眾居家隔離、

減少外出，企業商業行為也產生改變，同時

也助長網路購物、線上學習、寬頻影音、網

路銀行、企業 e 化、網路視訊等需求增溫，

部分資訊網路產業搶搭這波疫情風暴下的

電子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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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電子化商機。 
2003.06  92 年 6 月下旬請電信總局草擬「全國光纖到

戶管道建置計畫」（現已正名為「寬頻電信

共用管道建置計畫」），提供內政部參考，

預計編列公共建設預算五年（93 至 97 年）

共 300 億元，並由內政部營建署負責推動，

由地方政府與固網、有線電視或行動通信業

者共同規劃確認租用需求後， 中央政府補

助地方政府建置電信共用管道之經費，完工

後租予固網、CATV 及行動電信等業者鋪設

光纖網路， 以活絡市場競爭機制，有效改

善市容景觀及節省社會成本， 創造消費

者、業者及政府三贏的局面。 
2003.06  隨電腦與寬頻網路應用普及後，駭客入侵癱

瘓網路及電腦病毒等新型態電腦網路犯罪

案例層出不窮，刑法有關電腦網路犯罪部分

修正條文於 6 月 25 日公布生效，增訂「妨

害電腦使用罪」專章，將網路入侵型犯罪正

式納入我國刑罰體系，自此國內規範電腦網

路虛擬世界的犯罪行為於法有據，對於安全

的網路環境之建構更有保障。 
2003.07  有鑑於我國在無線區域網路以及手機硬體

產業有發展整合型服務以提升價值的絕佳

製造優勢，行政院啟動 iB3G（integrated 
beyond 3G）雙網整合計畫，同時擬藉「M
（mobile）台灣計畫」催生第三兆元無線通

訊產業。 
2003.07 在 2002 年初競標取得我

國 3G 執照的 6 家業者

中，亞太行動寬頻電信公

司率先於 2003 年 7 月 29
日開台營運，導入

CDMA2000 系統平台，

並主打行動多媒體影音

內容應用，我國行動通信

服務正式邁入 3G 時代。

在 2002 年初競標取得我國 3G 執照的 6 家業

者中，亞太行動寬頻電信公司率先於 2003
年 7 月 29 日開台營運，導入 CDMA2000 系

統平台，並主打行動多媒體影音內容應用，

我國行動通信服務正式邁入 3G 時代。 

2003.09  亞太先進研究網路(APAN)的台灣區網路維

運中心，與日本 IPv6 DNS（AS 7500）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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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完成 IPv6 連線，以提供全國學術研究網

路更優質的網路服務。在完成與 WIDE 
project M Root Server 連線後，可提供全國在

IPv4/IPv6 的 DNS 服務，提供更佳的網路品

質。 
2003.10  喧騰多時的遠傳電信與和信電訊合併案塵

埃落定，雙方於 2003 年 10 月正式簽署併購

合約。台灣電信版圖由二大、二中、一小競

逐態勢，重新洗牌為中華電信、台灣大哥

大、新遠傳三強鼎立與固守中部地區的東信

電訊，形成三大全區業者與一小單區業者的

全新局面。 
2003.10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籌備處正式成立（其組織

法」於 2005 年 11 月始

於立法院通過，為時二年

於）。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籌備處正式成立。

俟「通訊傳播基本法」及「通訊傳播委員會

組織法」完成立法後（其組織法」於 2005
年 11 月始於立法院通過，為時二年於），

行政院將於半年內完成機關整併，通訊傳播

委員會將正式掛牌運作。通訊傳播委員會成

立後，二年內將逐步依基本法所揭示原則，

修訂相關通訊傳播作用法（如電信法、廣播

電視法規）。 
2003.11 HiNet 啟用新一代

STM-64(10G)光網路，為

國內第一家使用 10G 骨

幹網路之 ISP。 

HiNet 啟用新一代 STM-64(10G)光網路，為

國內第一家使用 10G 骨幹網路之 ISP。 

2003.11 HiNet 啟用新一代

STM-16(2.5G)海纜電

路，為國內第一家使用

2.5G 國際海纜電路之

ISP。 

HiNet 啟用新一代 STM-16(2.5G)海纜電路，

為國內第一家使用 2.5G 國際海纜電路之

ISP。 

2003.12 立法院三讀通過「通訊傳

播基本法」，未來將由政

府成立通訊傳播委員

會，作為電信、網路、廣

播電視等跨產業的單一

整合監理機關。 

立法院三讀通過「通訊傳播基本法」，未來

將由政府成立通訊傳播委員會，作為電信、

網路、廣播電視等跨產業的單一、整合監理

機關。 

2003.12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團參

與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行政院科技顧問組籌劃下，國內產官學研

各界組團參與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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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及國際電信

聯盟（ITU）於瑞士日內

瓦共同主辦的「資訊社會

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成功建

立我國參與聯合國週邊

組織活動模式，展現台灣

資訊科技實力行銷台

灣，並為國際社會提出貢

獻的良好典範。 

（UNESCO）及國際電信聯盟（ITU）於瑞

士日內瓦共同主辦的「資訊社會高峰會」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前行政院蔡清彥政務委員更以

AFACT 代表團團長名義，於聯合國歐洲總

部成功舉辦「全球電子商務論壇」，並出席

聯合國資訊社會高峰會。此舉成功建立我國

參與聯合國週邊組織活動模式，展現台灣資

訊科技實力行銷台灣，並為國際社會提出貢

獻的良好典範。 

2004.01 TWNIC 正式宣佈全球上

線提供.tw 註冊服務，正

式授權 NeuLevel 提供海

外.tw 註冊服務，達到.tw
域名跨出海外的第一

步，海外授權全球註冊目

標。 

TWNIC 正式宣佈全球上線提供.tw 註冊服

務，正式授權 NeuLevel 提供海外.tw 註冊服

務，達到.tw 域名跨出海外的第一步，海外

授權全球註冊目標。 

2004.02 歐洲粒子物理研究中心

（CERN）推出新世代的

網際網路應用架構－全

球網格（World Wide 
Grid），中研院計算中心

負責之網格網路（ASNet 
- LCG Network）之 1000 
mbps 頻寬將專用於 LHC 
Computing Grid 相關實

驗與計算資料之交換傳

遞。 

全球資訊網（WWW）之後，歐洲粒子物理

研究中心（CERN）推出新世代的網際網路

應用架構－全球網格（World Wide Grid）。

2003.10 月該中心與全球共 13 個國家，同步

宣佈 LCG（LHC Computing Grid）第一階段

網格服務正式上線，分散於全世界十餘個研

究單位的電腦設備連接成為虛擬的單一系

統。在亞洲地區，台灣是本計畫的主要參與

單位，在國科會的支持下，由中央研究院物

理所、台灣大學物理系，以及中央大學物理

系參與 LHC 實驗及研究計畫；網格技術的

導入、參與全球網格佈署、建置與服務工

作，則委由中研院計算中心負責。ASNet - 
LCG Network 之 1000 mbps 頻寬將專用於

LHC Computing Grid 相關實驗與計算資料

之交換傳遞，未來將逐年增加頻寬至 LCG 
Network Tier 0/1 所需之最低頻寬（10 
Gbps）；而與 CERN 之間的日常網路資料仍

經位於 StarLight 之原有線路傳遞。 
2004.02 擴充 TANet 國際頻寬共 由中研院計算中心、教育部電算中心及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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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Gbps，其中教育部使

用 2.5Gbps、國科會使用

2.5Gbps、中研院院使用

1.2Gbps 頻寬。 

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路

與計算中心共同進行技術規劃，並由教育部

電算中心主辦之國際線路服務採購案。本次

採購共計取得 6.2Gbps 國際連線頻寬，其中

教育部使用 2.5Gbps、國科會使用 2.5Gbps、

中研院院使用 1.2Gbps 頻寬。中研院之頻寬

由台北直達美國加州 Palo Alto 市之 PAIX 交

換中心，於該交換中心與國外 ISP 進行訊務

交換，目前與 Level-3 Communications 在內

共 24 個 ISP 進行直接之訊務交換，參與交

換之 ISP 數量仍在增加中。(94.02 國科會升

級為 4.5G) 
2004.02 電信總局正式成立財團

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TTC：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nter)。 

電信總局為辦理電信技術中心籌辦相關事

宜，已於 92 年 8 月 11 日正式成立財團法人

電信技術中心(TTC：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nter)籌備處，並已於 10 月間

完成電信技術中心籌設地點的遴選評估工

作，將於 93 年 2 月間完成財團法人設立之

登記作業，隨即進行相關實驗室之建築規劃

設計作業及設備採購、人員進用等先期作

業。 
2004.03  2004 年亞太地區教育研究網路國際連線

案，共建置台灣對日本（622Mbps）、香港

（155Mbps）、新加坡（155Mbps）等三條高

速國際線路，並分別於當地連接該國之教育

研究網路，進行雙向網路訊務交換工作。此

一線路建置案係延續 2002 年底中研院與教

育部之亞太地區教育研究網路連線合作，由

教育部電算中心提供技術諮詢，並由中心進

行細部規劃與後續維運。為充分應用網路頻

寬，支援研究單位間大量資料傳輸以及網格

計算（Grid Computing）所需要之連續爆發

傳輸模式，因此本案所建置之線路將不進行

固定頻寬之切割，改用 MPLS 技術管理動態

頻寬需求。 
2004.03 為使我國政府各單位公

文順利整合交換，「公文

交換 G2B2C 資訊服務

為使我國政府各單位公文順利整合交換，3 
月 2 日「公文交換 G2B2C 資訊服務中心」

正式啟用。此中心除進行我國各級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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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正式啟用。 間電子公文交換，未來也將成為民間各產業

機關與一般民眾，全年無休的電子公文服務

傳遞中心。 
2004.03 台北、新竹兩地 IPv6 展

示中心同時進行揭幕啟

用。 

台北、新竹兩地 IPv6 展示中心同時進行揭

幕。台北的 IPv6 展示中心 是台灣第一座、

全球繼日、韓、中之後第四個以 IPv6 為主

題對外開放之展示中心，主要展示 IPv6 的

生活應用以及技術上的成果；新竹 IPv6 展

示中心則展示無線及行動通訊、家庭自動

化、多媒體通訊等，參觀者在其中可體會

IPv6 為將來通訊生活所帶來的便利、多樣與

娛樂性。 
2004.04 我國高品質學術研究網

路（Taiwan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TWAREN）正

式啟用，是繼荷蘭後全球

第 2 個建構完成 20Gbps 
寬頻學術研究網路的國

家。 

我國高品質學術研究網路（Taiwan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TWAREN）

正式啟用，是繼荷蘭後全球第 2 個建構完成

20Gbps 寬頻學術研究網路的國家。建置完

成的 TWAREN 除了將傳承台灣學術網路既

有的介接規模外，3 月已利用光網技術

Lightpath，透過加拿大的 CA*net 與愛爾蘭

的 HEANet 介接，成為首次橫跨亞、美、歐

3 洲的學術網路合作。TWAREN 於 2003 年

經行政院納入「六年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規畫有新臺幣 20 億元的預算，預計明年可

以連接所有的研究機構及大學。 
2004.04 國內最大的拍賣網站

-Yahoo！奇摩從 4 月起

開始收取商品上架費。 

國內最大的拍賣網站-Yahoo！奇摩從 4 月

起開始收取商品上架費，對國內拍賣市場造

成不小影響。這一兩年來，我國網路拍賣市

場熱絡，甚至已成為新興商業及創業模式。

2004.04 中研院計算中心參與全

球 IPv6 Multicast 骨幹網

路（M6Bone）建置，完

成全國第一個 IPv6 
Multicast 骨幹網路，成為

全球於台灣區之連接服

務中心，以提供全國 IPv6
網路與 M6Bone 鏈結之

接取服務。 

中研院計算中心參與全球 IPv6 Multicast 骨

幹網路（M6Bone）建置，完成全國第一個

IPv6 Multicast 骨幹網路，成為全球於台灣區

之連接服務中心，以提供全國 IPv6 網路與

M6Bone 鏈結之接取服務。此為應用

production 網路設備提供全國連接 M6Bone
之服務，並陸續提供多個網路進行 IPv6 
Multicast 測試應用；而原有提供服務之網路

路由器由 UNIX-based 轉換為正式商用網路

路由器，以提升 IPv6 Multicast 連線品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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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完善 IPv6 Multicast 骨幹環境。 
2004.04 行政院新聞局之「電腦網

路內容分級處理辦法」公

佈實施。 

行政院新聞局依兒童及少年福利法第二十

七條第三項規定所研擬之「電腦網路內容分

級處理辦法」公佈實施，規定電腦網路服務

提供者（ISP）應於十八個月內，完成電腦

網路分級之相關準備措施，並進行分級。 
2004.05 台北市信義計畫區開通

戶外公共無線寬頻上

網，開放讓民眾申請，可

免費使用一年。「台北市

無線寬頻網路建設執行

計畫」將在 3 年內分 3 
階段執行完畢。 

台北市信義計畫區開通戶外公共無線寬頻

上網，開放讓民眾申請，可免費使用一年。

「台北市無線寬頻網路建設執行計畫」將在

3 年內分 3 階段執行完畢，第 1 階段將建置

台北市各大捷運站及附近商圈，第 2 階段則

建置高密度人口聚集區，第 3 階段則是一般

人口聚集區及特定區域。 
2004.06 中華電信推出 8M／

640K 的 ADSL 服務，但

台灣的高速網路頻寬相

較日、韓兩國仍有待努

力。 

中華電信 6 月 1 日推出了 8M／640K 的

ADSL 服務，但台灣的高速網路頻寬相較

日、韓兩國動輒幾十 M 的速度，仍有待努

力。我國電信業者自 1998 年起陸續推出

Cable Modem 及 ADSL 等高速的寬頻服務，

整體而言，較日本要早個一、兩年，但其後

日本卻急起直追。這幾年該國業者的 ADSL
頻寬速度卻硬是比台灣快上許多。 

2004.08 全球 Root Zone File 自

2004.07.21 日起開始接

受各頂層域名 (Top 
Level Domain)登錄其域

名伺服器 (Name Server) 
的 IPv6 位址。

TWNIC .tw DNS Server
亦巳成功向 IANA 登記 
IPv6 位址，此為我國

IPv6 網路解析服務邁入

另一里程碑。 

全球 Root Zone File 自 2004.07.21 日起開始

接受各頂層域名 (Top Level Domain)登錄其

域名伺服器 (Name Server) 的 IPv6 位址。

為促進 IPv6 的廣泛應用,TWNIC 維運

之.tw DNS Server 亦巳於日前向 IANA 登

計 IPv6 位址,實際 IPv6 位址您可使用 
nslookup 或 dig 查到。此為我國 IPv6 網路

解析服務邁入另一里程碑。 

2004.09 台灣創意公眾授權正式

成立 CC Taiwan。

（2002.05 月，在哈佛教

授 Lawrance Lessig 倡議

下，「創意公眾」-- 
creative commons 開始運

台灣創意公眾授權正式成立 CC Taiwan。

（2002.05 月，在哈佛教授 Lawrance Lessig
倡議下，「創意公眾」-- creative commons 開

始運作）。 



 

60 

作）。 
2004.09 布朗大學最新的2004年

全球電子化政府評比，我

國政府網站成效名列全

球198 個國家中的第1 
名。 

布朗大學最新的 2004 年全球電子化政府評

比，我國政府網站成效名列全球 198 個國家

中的第 1 名。在 2002 年 3 月我國的電子化

政府入口網站啟動後，2004 年 9 月「e 政

府服務平台」也隨之正式啟用。開通之初提

供「交通速派服務」，提供全台交通、觀光

旅遊、住宿等資訊及訂票服務；未來將陸續

推出「旅遊 e 櫃台」、「企業 e 指通」、「就

業得來速」、「全民 e 護所」、「社會 e 關

懷」、「蝸牛 e 族」等多項主題性創新 e 化

服務。 
2004.10 NICI雙網整合（i3G）辦

公室與國內業者聯合首

次展出先進雙網手機和

創新應用服務，有包括手

機製造商、電信服務業

者、內容服務商及系統與

設備研發商等二十多家

業者參展。 

NICI雙網整合（i3G）辦公室與國內業者聯

合首次展出先進雙網手機和創新應用服

務，有包括手機製造商、電信服務業者、內

容服務商及系統與設備研發商等二十多家

業者參展，展示包括利用雙網手機收看電視

現場節目、下載線上數位音樂、3D 線上遊

戲、交通即時路況和保全監控等多元應用服

務。為實現人人得以隨身攜帶的手機連 
接無線寬頻進行上網的雙網整合計畫（i3G）

願景，行政院 NICI 於 2003 年 7 月成立雙

網整合辦公室，預計以 18 個月的時間完成

台灣雙網產業基礎的奠定。。 
2004.11 台北縣淡水鎮將正式成

為全台第一個以整個行

政區域為覆蓋範圍的「無

線網路寬頻城」。 

台北縣淡水鎮將正式成為全台第一個以整

個行政區域為覆蓋範圍的「無線網路寬頻

城」。 

2004.11 行政院新聞局廣電處成

立「台灣網站分級基金

會」，新聞局授權總管所

有網站分級事務。 

行政院新聞局廣電處成立「台灣網站分級基

金會」，新聞局授權總管所有網站分級事務。

2005.01 中研院國際網路

（ASNet）與中國科學院

中國科技網（CSTnet）在

香港完成 Gigabit 
Ethernet 高速網路互連。

中研院國際網路（ASNet）與中國科學院中

國科技網（CSTnet）於一月二十六日在香港

完成 Gigabit Ethernet 高速網路互連。ASnet
與 CSTnet 同樣身為亞太先進網路（APAN）

的成員，此一連線的開通為 APAN 夥伴間的

合作再添一例。此次網路互連，自去（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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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末 CSTnet 完成香港北京之 2.5Gbps 高速線

路工程（GLORIAD 計畫北京香港段），並

且完成其位於香港柴    灣之開放式交換

環境（HK IOEP）設備建置之後，即開始進

行工程細節的協調。於去年十二月中向主機

放置大樓管理單位提出跨樓層的光纖佈放

申請，並於今（2005）年一月開始進行兩端

設備光介面訊號測試與調整，在工程人員的

努力之下，終於在今年一月二十六日完成連

線。ASnet-CSTnet 連線的完成，將可一改以

往資訊交流需繞經美國的不變，大幅提高台

灣與大陸地區研究學者進行資料交換的效

率，並且因為此一高速線路的開通，使得同

為最高研究單位的中研院與中科院進行高

能物理、生物醫學、網格計算等方面的合作

更加便利 
2005.01  行政院於 94 年 1 月 19 日（星期三）行政院

第 2924 次院會，審議通過「濫發商業電子

郵件管理條例（草案）」，將儘速函送立法院

審議。 
2005.02 APNIC 部分理事於日本

京都舉行的 APNIC 19 會

員會議中改選，任期兩

年，TWNIC 推薦之代表

NII 產業協進會吳國維執

行長，順利高票當選

APNIC 理事。 

APNIC 部分理事於日本京都舉行的 APNIC 
19 會員會議中改選，本次改選任期兩年，經

TWNIC IP 位址暨網路協定委員會決議認可

推薦之代表 NII 產業協進會吳國維執行長，

順利高票當選 APNIC 理事。 

2005.03  現有 TANet 連接國際網路美國端與 UUNET
介接頻寬使用量負載流量大，同意於美國端

與 UUNet 提供之轉訊（transit）連接的兩路

STM-4 電路規畫保留約 100Mbps 供作

163.28.0.0/16 公共服務用及圖書館資料庫 IP
緩衝（burst）使用。另 TANet 現有經 TWGate
轉訊（transit）亞太地區的頻寬使用量負載

流量亦大，同意於該電路亦保留約 50Mbps
供作 163.28.0.0/16 公共服務用及圖書館資料

庫 IP 緩衝（burst）使用。其餘現有國際電路

連接節點頻寬（含全段 STM-16 海纜、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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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 Public peering、美國端的 TWGate 
peering、）目前暫不設限，未來將依使用流

量瓶頸再行研定網管原則。 
2005.03 TANet 管理委員會決議

TANet 與 TWAREN 骨幹

網路，將逐步推動 TANet
與 TWAREN production
網路的各區域網路中心

間連接的實體電路整合

共用。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四十五次會議決議有關

TANet 與 TWAREN 骨幹網路，未來將逐步

推動 TANet 與 TWAREN production 兩個網

路的各區域網路中心間連接的實體電路整

合共用，俾便國內學術網路資源能夠有效合

理充分的運用。原有各區網中心網路介面的

調整將於本年四月份完成，新增 10GE 至政

治大學及數條 GE 分別至台東大學與花蓮師

院的電路將於本年五、六月間完成。 
2005.03 TWNIC 辦理全台首次之

「2005 Taiwan Blogger 
BoF 網誌青年運動會」 
活動，希能促進 Blog 在

台灣的普及應用。。 

TWNIC 仿效國外行之有年的 BloggerCon 等

活動精神, 舉辦全台首次 Blogger Event: 
"2005 Taiwan Blogger BoF 網誌青年運動會" 
活動, 邀請國內外 Blog 知名作家, 意見領

袖, 觀察評論家，傳統媒體, 技術專家等齊

聚ㄧ堂, 以輕鬆開講及對談方式，加強國內

一般民眾對於 Blog 的認識，並促進 Blog 在

台灣的普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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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簡版及精簡英文版 
Taiwan Internet chronological history 
 

表二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表-精簡版及英文精簡版（本研究） 

時間 主 要 事 件(精 簡 版) Event Summary by English 
1985.04 教育部電算中心於大學設

立教學服務工作站（IBM

主機、終端機模式），為最

早校園網路雛形。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puter Center (MOECC) 

established Teaching Services Stations (IBM 

host-based Terminals) in the Universities Campus. 

It＇s the earliest prototype of the Inter-Campus 

Network in Taiwan.  

1985.10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補助六

所國立大學資訊或電機相

關科系所，將其 VAX 主機

連結而成資訊網

（InFormation NETwork，

簡稱 IFNET），另亦將七所

大學計算機中心之 CDC

主機，連結成大學網

（UNIversity NETwork，簡

稱 UNINET）。 

MO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funded 

VAX-Based InFormation NETwork (IFNET) and 

CDC-Based UNIversity NETwork(UNINET) projects 

to establish host-based computer networks among the 

major national universities.    

1987.08 教育部電算中心連接日本

東京理科大學(SUT)之國

際學術網路 BITNET

（Because It＇s Time 

NETwork）正式開幕啟用。

The first Taiwan BITNET node, TWNMOE10, 

connected to SUT (Science University of Japan) and 

transited to USA. BITNET (Because It＇s Time 

NETwork), world-wide IBM RSCS protocol-based 

academic network, w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network in Taiwan.  

1987.09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開始補

助校園網路建設計畫。 

MO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started projects 

for funding university campus network construction. 

1987.12 教育部電算中心提升主機

容量並大力推動 BITNET

學術網路節點之擴充。 

MOECC upgraded its mainframe capacity and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the BITNET nodes 

actively.   

1988.07 濟部科技顧問室啟動

SEED（軟體工程發展環境

發展）計畫，以提高國內

軟體產業的生產力，

Seednet 為該計畫 1992 年

後所建立之網路。 

MOEA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funded SEED (Softwar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project. 

SEEDnet was the network established by this project 

in its later period. 

1988.09 交通部電信研究所，於新 Telecommunication Lab., Ministry of Trans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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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地區發展一個實驗網路

FMAN（Fiber Metropolitian 

Area Network），該網路分

佈於交大、清大、工研院、

以及科學園區。此一網路

使用 AT&T 的設備，並以

光纖連接四個單位。

FMAN 提供 Ethernet 

Bridge，RS232 及 TN3270 

三種功能。 

and Communication, developed an experimental Fiber 

Network called FMAN (Fiber Metropolitian Area 

Network) in Sin-Tsu area, surrounded by NCTU, 

NTHU, ITRI and Science Park. FMAN connected by 

fiber with AT&T network devices and provided 

Ethernet Bridge, RS232, TN3270 functions.    

1989.06 電信總局開放用戶終端設

備自由化。 

DG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leased the restrictions and end-users can purchased 

and owned its CPE devices by themselves.   

1989.07 我國 .tw 頂層網域名稱

正式由教育部電算中心註

冊於美國南加大資訊科學

學院（ISI）。（IANA 的前

身)。 

.tw ccTLD (Country-code Top Level Domain) 

registered by MOECC to ISI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SI wa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IANA,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1990.07 教育部電算中心開始規劃

建立以 TCP/IP 協定為基礎

之台灣學術網路，TANet

構想正式誕生，初期骨幹

為為 9.6kbps。 

MOECC started the ideas for TCP/IP-based 

island-wide 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  

project had born and its backbone bandwidth was 9.6 

kbps in the initial stage. 

1990.08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推動實

施第二期「校園網路三年

發展計劃」，校園以 FDDI

為骨幹網路及 Etherent 為

校園區域網路之架構大量

流行於校園網路中。 

MO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funded its 2nd 

phase Campus Network Development project, focused 

on FDDI-based Campus backbone and Ethernet-Based 

LAN architecture. Ethernet then prevailed over the 

whole campus network. 

1991.01 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

心」正式成立。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 Performance and Computing 

(NCHC) was established by NSC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1991.07 橫跨全台各主要國立學校

之 TANet 建設完成，並提

升為 T1 高速網路骨幹，也

確立校園網路（校電算中

心）、校際網路（區域網路

中心）、國際網路（教育部

TANet completed its cross-campus Infrastructure 

among major universities and upgraded its backbone 

to T1(1.544Mbps). Three-tier network architecture of 

TANet was ensured including Campus-level, 

Regional-level and International-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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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之三階層網路

架構。 

1991.12 1991.12.03 TANet 與美國

普林斯頓大學之

JvNCnet，以 64 Kbps 完成

Internet 連接，此為我國正

式連接全球 TCP/IP 

Internet 之第一天。 

TANet connected to Princeton University JvNCnet 

(John Von Neumann Computer Network, Internet hub 

on US western area) based on Internet TCP/IP 

protocol by 64kbps leased line. December 3, 1991 was 

the first day of Internet Connection of Taiwan.  

1991.12 TANet 管理委員會正式成

立，並於其下設立 TANet

技術小組。 

TANet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med formally and 

setup a Technical Team to initiate technical solutions 

for TANet Infrastructure.  

1992.01 TANet 技術小組第一次會

議召開，開始豎立及帶動

開放式網路軟體中文化之

研發、測試、商業化模式

之良性循環。 

TANet Technical Team kicked off first meeting and 

started its virtuous circle for Chinese network software 

developing, testing and commercialization. 

1992.04 交大全台第一個大規模宿

舍網路啟用，並成立學生

社團校園網路策進會

CCCA（Campus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協助管理及推

廣網路應用，開啟各校大

規模建設宿舍網路及設立

網路相關學生社團之先

鋒。 

NCTU (National Chaio-Tung Univ.) created dormitory 

network and set up the first Campus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CA, to help to 

promote Internet application for students. CCCA 

opened the new way for students association to 

participate into Internet community. 

1992.06. 國際 Internet 網路經過約

半年順暢運作後，正式舉

辦啟用暨展示典禮，由教

育部毛高文部長親自主

持，隔天中國時報頭版報

導此劃時代的一步，是我

國資訊建設首度成為主要

媒體頭版新聞。 

Taiwan Internet opened its ceremony by MOE 

Minister Mao-Kau-Wen formally after its six months 

successful operation. China Times newspaper 

published this IT-related event in the front-page news 

unprecedented. 

1992.07 Seednet開放供國內各界試

用，是我國最早提供產業

界網際網路連線服務之單

位。但從 1993 年 1 月起由

SEEDnet started an earliest trial project, for enterprise 

Internet connection. Due to Telecommunication 

Law＇s restriction, SEEDent was forced to indirect 

connection to Internet, transited by III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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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信法規之限制，

seednet 產業服務部分被迫

無法與 TANet 直接連線，

需以非及時方式由資策會

（III）來轉送國際網路資

源。 

Information Industry).  

1992.10 中山大學的第一代電子佈

告欄系統（BBS）於 1992 

年 10 月底正式啟用時，

此後正式開啟台灣中文

BBS，成為獨領校園學生

最愛上網使用之系統時代

的來臨。 

New Generation Chinese BBS system was launched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 It becomes as new era for 

the most favorite Internet application in the campus 

from that time. 

1992.12 校園開始建構 Gopher 資訊

服務系統（屬文字模式網

頁服務，是 WWW 圖形網

頁系統之前身）。 

Gopher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started to launch in 

the university campus. Gopher system is based on text 

mode and it was a predecessor of WWW image-based 

web system. 

1992.12 TANet 連接美國 JvNcnet

之 64K 專線，擴充至

256Kbps。 

TANet upgraded its international Internet bandwidth 

from 64kbps to 256kbps connecting to US JvNCnet. 

1993.01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四次

會議建議交通部在推動國

際網路時，能考慮由電信

局數據所負責與國外

Internet 網路之連線管理及

維護，使國內學術界及產

業界研發網路能夠互通，

此為於數據所後來建立

HiNet 之初始建議。 

The 4th TANet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suggested MOTC consider to let Institute of Data 

Communication, DGT, to manage international 

Internet connection for academia and enterprise. It＇s 

embryo of the HiNet establishment. 

1993.09 Seednet完成國內第一套中

文 TCP/IP 上線軟體

SUCCESS。 

Seednet completed its 1st Chinese TCP/IP telnet 

software, called SUCCESS and released it by free for 

TANet users.  

1993.10 交大學生透過 BBS 發起

「便當社」抗議學校伙食

不佳，數百名學生於校門

口吃完便當後，又因校方

未解決之前的機車問題，

繼續阻塞學校大門交通，

Several hundreds NCTU (National Chaio-Tung Univ.) 

students protested for too expensive lunch box in the 

campus by BBS system. Also to accompany campus 

motorcycle issues, students call to stop school bus way 

by BBS system. This was 1st campus protest by 

Internet BB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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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校車衝撞學生事件。

此為我國第一個校園網路

發起抗議之事件。 

1993.12 東南工專首先建立 W3 

Server 並登錄於全球

CERN 之網站列表中，蕃

薯藤首先建立台灣第一個

商業化 W3 Server。 

Ton-Nan College established the 1st WWW server in 

the campus and registered it URL address on the 

CERN global list. Yam Inc., established the 1st 

commercial WWW server in Taiwan.  

1994.1 HiNet 正式成立，國內第一

條國際網路商用資訊高速

公路正式通車，並以

64kbps 於台北和 TANet 互

連，為國內第一條正式之

peering 線路。 

HiNet formally established and opened for trial test. 

HiNet also launched the Taiwan 1s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information highway to US. At the same 

time, HiNet also connected to TANet by 64kbps link. 

It was the first peering link in Taiwan.   

1994.01 為服務商業 Internet 之域

名、IP 位址分配等服務，

掀起成立台灣網路資訊中

心(TWNIC)之構想。

「TWNIC 實驗計劃」正式

結合各部會、公民營單

位、民間團體等代表共同

組成 TWNIC 委員會，由教

育部電算中心主任擔任召

集人。 

TWNIC trial plan was born for commercial Internet 

services, including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IP 

address allocations. This trial plan＇s committee was 

convened by Director of MOECC and it members 

were comprised from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994.04 TWNIC 委員會召開第一

次會議，確立由 Seednet

負責 com.tw、org.tw、

net.tw，教育部負責

edu.tw、gov.tw，TWNIC 負

責.tw 之網域名稱註冊管

理事宜。 

The 1st meeting of TWNIC committee decided that 

Seedent in charge of com.tw, org.tw, net.tw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and MOECC in charge of edu.tw, 

gov.tw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1994.03 TANet 管理委員會決議為

使 TANet 能延伸至高中、

高職、國中、國小各級學

校，各區域網路中心協助

各縣市教育局成立縣市教

育網路中心。 

TANet management committee decided to extend 

TANet infrastructure to senior high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for promoting 

information education. TANet also decided to help 

creating Education Network Center in each county and 

city level.  

1994.07 電信總局陳堯總局長於日 Director General of DGT Taiwan, Mr. Chen-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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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瓦 ITU 總部，與荷蘭籍

秘書長 Tarjanne 及 ITU-T

局長 Theodor Irmer 達成協

議，將我國使用之 E.164 

886 電信號碼之國碼註冊

為「886 is Reserved」。  

reached an agreement about E.164 886 telephone 

prefix country code with ITU Secretary General, 

Tarjanne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ITU-T, Theodor 

Irmer at Geneva, Switzerland. “886 is reserved＂ 

formally reserved on the ITU E.164 official list. 

1994.08 行政院「NII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小組」正式成立，結合政

府與民間的力量共同推動

國內資訊網路的建設與資

訊科技的創新應用。 

Taiwan Government, Executive Yuan, established NII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 to 

unify the IT and Internet related promotional plans 

from different Ministry government level and civil 

private enterprise level. 

1994.09 TANet 公布 TANet BBS 管

理使用規範。 

TANet management committee promulgated the 

regulation of BBS on the TANet.  

1994.10 TANet 連接美國 JvNcnet

之 256K 專線，擴充至

512Kbps。 

TANet upgraded its international Internet bandwidth 

from 256kbps to512kbps connecting to US JvNCnet. 

1994.10 國立中央圖書館（現已改

為國家圖書館）資訊網路

系統開始啟用，供民眾查

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aunched its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the public via TANet and 

public Internet.  

1994.11 中研院計算中心完成與中

央等大學之 Multicast 

Backbone（Mbone）視訊會

議軟體安裝及連線測試。

Academic Sinica, NCU (National Central Univ.) and 

several universities started to test Multicast Backbone 

and video conference software on TANet 

infrastructure.  

1995.01 光碟月刊未經作者同意，

在其商業發行之光碟內，

大量重製 BBS 的文章，由

於發行公司堅持其未侵害

著作權，因此其中 3 位作

者向台北地檢署提出告

訴。 

HOPENET monthly publication was filed a lawsuit 

due to articles collected in the CD ,that was no agreed 

by the authors for infringing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995.04 HiNet 經過一年多之建設

與測試，正式開放商用營

運，初期用戶 1,654 戶

（1994.03.01 至 1995.03.01

試用戶為 3,558 戶），並

提升國際線路為 T1 線路。

HiNet formally launched its commercial operation. Its 

trial account reached about 3,558 and also upgraded its 

international link bandwidth to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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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07  BITNET 在教育部電算中

心停用 IBM3090 之後，

正式向臺灣的使用者告

別，走入歷史。 

MOECC ceased th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of 

BITNET and BITNET went into the history of Taiwan 

academic network. 

1995.06 TANet 管理委員會第十二

次會議決議為確保台灣學

術網路線路之有效運用，

禁止使用 GAME、IPHONE

等消耗網路頻寬的程式，

特殊用途如 MBONE 須經

管理委員會同意方可使

用。 

The 12th TANet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decided to stop high bandwidth-consumption related 

applications like game, iphone on the TANet to ensure 

better performance of normal traffic.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MBONE must be approved 

before implementation by committee.  

1995.07 台灣「行政院長的民意電

子信箱系統」（當時院長

連戰）開始啟用時曾說：

「這是世界上第 12 個首

長專用的信箱，讓台灣真

正進入行政與民意互動的

時代，也象徵我國資訊化

社會一個新階段的開

始」。 

The premier public opinion mailbox was opened to 

collect public opinion. This mailbox was claimed as 

the 12th premier public opinion mailbox on the world. 

It＇s one of the symbolization of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1995.10 TANet 連接美國際電路頻

寬提升至 T1(1.544Mbps) 

TANet upgraded its international Internet bandwidth 

from 512kbps to 1544kbps (T1) connecting to US 

JvNCnet. 

1995.10 第一屆 TANet＇95 研討

會，採論文發表方式於中

央大學電算中心舉行。 

The 1st TANet＇95 Conference, the largest TANet 

Annual Conference, was hold at NCU (National 

Central Univ). 

1995.12 博客來書店成立，成為兩

岸三地最早成立的網路書

店，並於次年 7 月博客來

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正式上網營運。 

The 1st Chinese Internet book store company, 

BookStore Inc had established and formally provided 

commercial services on July next year. 

1996.01 教育部因美總統克林頓安

全受威脅事件，公佈校園

BBS 及網站管制連座法草

案，遭受嚴重抗議。 

Due to have doubts about threatening US president, 

MOE announced the draft implicated regulation of 

BBS and Web site in the campus. This announcement 

was protested by campus Internet communities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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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01 1996 年 1 月立法院通過電

信三法(電信法、電信總局

組織條例及中華電信公司

組織條例)，於同年 2 月 5

日經總統公布實施，我國

電信事業邁向一個全新的

紀元。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three laws of 

telecommunications＂, new telecommunications law, 

DGT Organizational Law, ChungHwa Telecom 

Organization law. It opened up the new era of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Taiwan.  

1996.02 網際網路世界博覽會正式

揭幕，中華民國館共分為

政府資訊館、教育館、科

研館、產業館、人文館及

交通館等主要展出項目

（http://expo96.org.tw/）。

Global Internet exposition started and ROC pavilion 

included Government,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Culture and transportation 

virtual pavilion for this Internet Exhibition.   

1996.05 TANet 國際電路頻寬提昇

至 2 條 T1，並將進入美國

之連接點由東岸 JvNCnet

移至西岸之

GLOBAL-ONE。 

TANet upgraded its international Internet bandwidth 

from one T1 to two T1links and change its connecting 

eastern partner from US JvNCnet to western partner 

US GLOBAL-ONE. 

1996.06. TANet 管理委員會通過

「台灣學術網路之連線原

則」，確定 TANet 與日後

各 ISP 連線之基本原則。

TANet management committee passed “the peering 

rules of the TANet＂ and clearly defined the peering 

rules of TANet and other ISPs. 

1996.06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TWNIC）實驗計畫轉由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接手，

成立 TWNIC 轉型籌備委

員會，教育部電算中心為

籌備委員會召集人，確立

未來將朝向基金會或獨立

的組織為目標。 

TWNIC trial plan most under MOECC was transferred 

to ROC Computer Association (ROCCA) and created 

a TWNIC transformation committee to prepare its next 

stag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non-profit foundation or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1996.07 電信總局改制成立，電信

監理（電信總局）與營運

（中華電信）二者分隸，

我國百餘年來整體電信發

展正式步向新的里程碑。

DGT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Telecommunications) formally established. 

Telecommunication supervisor (DGT) and operator 

(CHT) separation was completed. 

1996.11 TWNIC 運作委員會成立

大會，於其下設立「註冊

組」、「服務組」、「推廣

TWNIC operational committee established under 

ROCCA and set up five sections for its operations, 

including registration, services,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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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網路互連推動組」

和「技術組」，初期由中華

民國電腦學會協助，以會

員方式運作。此為 TWNIC

日後轉型成為正式財團法

人之雛形組織。 

interconnection and technology. It＇s a prototyp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WNIC. 

1997.01 TWNIC 委員會「網路互連

推動組」推動台灣網路交

換中心的成立，研議交換

中心之運作原則，並建議

初期（一至兩年內）交換

中心歸屬 TWNIC CIX 小

組監管，由 TWNIC CIX 小

組以委外營運方式辦理 

TWNIC Interconnection Section started study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nterconnection rules for Internet 

Exchange in Taiwan. This Section also suggested to 

establish TWNIC CIX, operated by CIX task force or 

outsourcing to operators within one or two years.  

1997.04 TANet 管理委員會研擬設

置防護牆（fire wall）、代

理伺服器（proxyserver）及

設定路由器存取表（access 

list）等方式加以過濾等方

式，保護廣大之 TANet 中

小學使用者免於受網路上

不當資訊（如色情、暴

力......等）措施。 

TANet management committee proposed to implement 

fire wall, proxy server, router access list to filter 

abnormal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pornography, 

violence) within its infrastructure to protect middle 

school users on the campus.   

1997.04 「政府網際服務網」(英文

名稱：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以下簡稱 GSN) 

為「電子化／網路化政府

中程推動計畫」各分項子

計畫之首要計畫。GSN 係

由行政院研考會專案委託

請中華電信公司進行建置

及維運管理。自 1997 年 4

月起逐級提供各機關申請

上網，並逐步完成全部十

六個話價區機房設置，與

相關基礎服務系統之運

作。 

Government Serivice Network was planned in 

e-government/networked government middle range 

plan and ChungHwa Telcomm was authorized to build 

and manage GSN operation by RDEC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very 

government agency, including local government can 

connected to GSN backbone hub located in sixteen 

exchange points spread over the whole island.  

 

1997.04 HiNet 調降撥接費用，每月 HiNet cut the dial up access fees dramaticall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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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通信費 100 元，每分

鐘通信費 0.4 元，超過 2000

分鐘、5000 分鐘另有 9 折

及 8 折優惠。 

minmum charge NT$100 per month and NT$0.4 per 

minute.  

1997.05 HiNet 首先推出網路繳罰

款服務。 

HiNet announced the Internet service for government 

penalty online payment. 

1997.09 大眾網路等 ISP 業者宣佈

成立 TIPO（Taiwan Internet 

Peering Organization）及網

路交換中心，提供會員交

換資資料及各 ISP 間網路

塞車問題（後因為 TWIX

推出，TIPO 成效並不顯

著）。 

ISP operators initiated to establish industry-based 

peering organization, called TIPO（Taiwan Internet 

Peering Organization）for providing internet peering 

services. TIPO did not perform well due to TWIX 

competition later. 

1997.11 行政院訂定「電子化／網

路化政府中程推動計

畫」，此為第一項電子化政

府之施政計畫（賡緒之計

畫有「電子化政府推動方

案(90~93) 」及「數位台灣

e 化政府分項計畫

(92~96) 」-執行中。 

Executive Yuan announced the 1st e-government 

medium range plan. There were several following 

e-government projects, including e-government 

promotion plan and e-government sub-plan in the 

e-Taiwan master plan.  

1997.11 TWIX 正式啟用，並同時

開放給網際網路服務業者

（ISP）申請連接，以交換

網際網路訊務，連接方式

計有 T1 專線與 T3 專線兩

種。 

TWIX started its peering services for ISP operators. 

TWIX provided T1 and T3 options for peering 

connection. 

1998.01 .tw Domain Name 註冊於本

日起開始收費(初期適用

於 com.tw， org.tw 及 net.tw

等三個網域名稱，每一網

域名稱註冊費為新台幣

500 元，年費每年新台幣

1000 元，一次需繳足二年

年費)。 

TWNIC started charging fee for com.tw, org.tw and 

net.tw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The fees are NT$500 

for initiation setup service first year and NT$1000 for 

management services annually.  

1998.02 網路認證服務正式啟用，

網路報稅率先登場，政府

Internet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started using for the 

payment of Government taxing by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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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邁入網路化時代。 

1998.03 國內 Internet 使用人口，突

破 200 萬人。 

Taiwan public Internet populations were broken 

through more than two millions.  

1998.08 原為資策會網路事業群的

SEEDNet 正式以「數位聯

合有限公司」之名稱獨立

營運。SEEDNet 市場佔有

率僅次於中華電信

HiNet，為台灣第二大 ISP

業者。 

SEEDnet spun off as “Digital United Inc.＂ from 

networking department in the III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SEEDnet was the 2nd largest ISP 

in Taiwan.  

1998.09 台灣電腦網路危機處理中

心 (TWCERT/CC) 正式成

立，並於 2001.10 月加入國

際 FIRST 組織，成為全台

灣處理網路安全方面事件

的對外窗口。 

TWCERT/CC（Taiwan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Coordination Center）was established 

to help to handle 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Taiwan. TWCERT joined as 

international FIRST members for window of the 

Taiwan 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s and vulnerabilities 

on October, 2001. 

1998.11 TANet 提升 T3（45Mbps）

國際專線正式啟用，其經

費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

及國科會擴充頻寬出資計

畫，三單位共同分擔及分

享 TANet 國際頻寬之精神

一直延續迄今。 

TANet upgraded its international link to T3 (45Mbps) 

and co-funded the link fees and shared the bandwidth 

by MOECC, ASCC and NCHC.    

1998.12 1996.09 NII 提出三年三百

萬人上網計畫（當時台灣

的網路使用人口是 44 萬 1

千人），於 1998 年 12 月提

前達成目標。 

Taiwan public Internet populations were broken 

through more than three millions. It was ahead of time 

the three millions goal-setting on September 1996.   

1998.12 配合擴大內需方案執，台

灣學術網路連線單位採用

中華電信 ADSL 線路費率

協調會(阿里山協調會)，

決議各縣市中小學採用

ADSL 方案，影響我國

ADSL 發展甚鉅。 

For government extending domestic demand policy, 

TANet members decided to adopt CHT＇s ADSL 

solutions for school internet connection based on the 

resolution of Alishan meeting.  This resolution 

impacted the ADSL broadband solutions in Taiwan 

significantly.  

1999.03 ICANN第一次會議於新加

坡召開，同時舉辦

The 1st ICANN meeting was held in Singapore in 

conjunction with APRICOT and APNIC meeting.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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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COT 及 APNIC 會

議。我國吳國維先生以最

高票當選 APNIC 理事。 

Ku-Wei Wu, from YAM Taiwan, was elected as the 

trustee of APNIC.  

1999.05 我國以觀察員身份，由電

信總局官方代表首次出席

ICANN政府諮詢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德國柏林)。此

係於同年 3 月，ICANN 第

一次新加坡會議時，由我

國國網中心、教育部電算

中心及學者專家出席，回

國後建議請政府相關單位

儘速出席該會議。 

DGT attended the 2nd ICANN GAC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 Berlin meeting as an observer 

status. This official participation was urged by NCHC, 

MOECC and related Internet experts after their 

attendance of the 1st ICANN and its GAC meeting at 

Singapore on March, 1999.  

1999.06 國內網路用戶數突破四百

萬，其中 TANET 學術用戶

158 萬，一般撥接與企業

專線用戶約 244 萬，包括

一萬餘條的固接專線（87

年 12 月突破 3 百萬使用人

口大關，此半年內是我國

網路人口成長最快速時

期）。 

Taiwan public Internet populations were broken 

through more than four millions, including 1.58 

millions of TANet users, 2.44 millions of dial-up and 

leased line enterprise users. It＇s the most growth 

period of Taiwan public Internet populations this half 

year from January 1999. 

1999.06 行政院為加速推動資訊教

育基礎建設，推出「資訊

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

內需追加預算案，追加預

算 64 億 7 千餘萬元，作為

初建或增設電腦教室，並

完成全省中小學皆有電腦

教室均可上網目標。 

In order to accelerate promot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education network, Executive Yuan promoted the 

extending domestic demand policy to supplement the 

governmental budget amounted to 6.4 billions for 

constructing computer classroom and connecting it all 

to the TANet regional network center.   

1999.06 國科會「電信國家型科技

計畫」建設完成國家實驗

網路（NBEN：National 

Broadband Experimental 

Network），此為開啟我國

參與下一代網際網路

（NGN）之窗口，並與國

外之 Internet2 組織連接。

NBEN (National Broadband Experimental Network) 

was established by task force of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Project. It opened up the window 

for Inetnet2 connection with US NGN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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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7 我國以「台灣」名義加入

ICANN 政府諮詢委員會

(GAC)，成為正式會員。 

Taiwan Government became as the formal member of 

ICANN GAC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 by 

name of Taiwan.  

1999.08 CIH 病毒在全世界流行，

警方約談設計 CIH 病毒

的陳盈豪。 

CIH computer virus prevailed over the Internet world. 

Mr. Chen Yin-How was investigated by police agency 

for his design of the virus. 

1999.10.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有鑑

於國內對網域名稱有本土

化（中文網址）需求，首

先提出 iDNS（國際化的網

域名稱系統）計畫。本計

畫正式開啟我國 TWNIC

後續參與國際化域名標準

制訂漫長程序之過程。 

To meet the local Internet requirement, an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pilot system was 

design by a project lead by Academic Sinica 

Computing Center (ASCC). This iDNS project started 

the way for TWNIC＇s participation to global IDN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standard procedures. 

1999.12 配合執行擴大內需方案，

加速資訊教育基礎建設，

完成全國三千多所中小學

使用 ADSL 連線至

TANet，帶動國內 ADSL

之發展。 

MOECC completed its speeding up project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of education network, including 

construction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schools 

computer classroom and connecting all to TANet by 

ADSL lines.  

1999.12. TWNIC 在 NICI 指示交通

部電信局輔導下，由電信

總局與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共同捐助成立正式財團法

人，完成法院登記，為我

國網路 IP位址與網域名稱

註冊機構，正式奠立法人

化組織架構。 

TWNIC completed its legal entity registration as 

form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under DGT＇s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TWNIC is funded by DGT 

and ROCCA legally.   

1999.12 交通部公告中華電信公司

為第一類電信事業市內網

路業務、長途網路業務及

國際網路業務市場主導

者。 

MOTC announced ChungHua Telcom as fixed line 

dominant operator for short-haul, long-hau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net leased line connection. 

2000.01 「中華民國網路消費協會

-網路 080」正式啟用。 

ROC Net Consumer Association (NCA) was 

established and opened its net-080 free call services.  

2000.01 Skysoft 推出 KKMAN 瀏覽

器，KKMAN 完全由國人

開發完成，可同時瀏覽

Skysoft launched KKMAN browser, developed by 

Taiwan compatriot. It could browse web and BBS 

sites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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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網站及 BBS 網站。

2000.01 中研院推動的 Taipei 

GigaPop 資訊建設計畫，連

接該院南港院區、台北市

政府、教育部與台灣大

學，此為我國第一個非電

信固網公司所進行之都會

光纖網路建設。 

ASCC promoted the 1st GigaPop project connecting 

Sinica Nan-Kun Sectio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ll, MOECC and Taiwan University as a 

metropolitan dark fiber network in Taiwan.  

2000.01 全球第一個網路教育城市

--「亞卓市

（http://www.educities.edu.t

w）假國立中央大學舉行

開幕典禮。 

The 1st Global Internet Education City, Educities, 

launched its services to the citizen and had its opening 

ceremony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00.03 中研院與日本 APAN

（ Asia Pacific  Advanced 

Network ）完成連網， 日

後將可經由日本數據專線

與韓國、日本、東南亞地

區的研究網路直接通訊。

ASCC completed its Internet connection to Japan 

APAN (Asia Pacific Advanced Network). APAN had 

Internet connection to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Japan, 

Korea, Hong Kung and Southern-East countries. 

2000.03 TWNIC 羅斯褔路辦公新

址辦公室正式啟用，網域

名稱註冊系統由 Seednet

移回 TWNIC，.com.tw、

org.tw、net.tw 之網域名稱

註冊，正式移交 TWNIC

註冊管理，為我國域名註

冊制度化奠定良好基礎。

TWNIC open its new office and 

provided .com.tw, .org.tw, .net.tw registration services 

which transferred from SEEDnet smoothly.  

2000.03 交通部於 88 年訂頒『固定

通信網路業務管理規

則』，並受理經營綜合網路

業務之申請，評審結果計

有「臺灣固網股份有限公

司籌備處」、「東森寬頻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籌備

處」、「新世紀資通股份

有限公司籌備處」等三家

申請者經審查合格。 

In addition to ChungHuwa Telcom, there were three 

fixed line operators, EBT, TFN, NCIC passed the 

fixed line operator license evaluation, regulated by the 

“guideline of fixed line operator business rules＂ 

published by MOTC on 1999.  

2000.03 TWNIC 舉行正式成立開 TWNIC had its opening ceremony and hel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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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典禮並舉辦多語言網域

名稱研討會，並邀請

CNNIC、HKNIC、MONIC、

JPNIC 來訪，為我國

TWNIC 奠定成為亞太地

區主要 NIC 成員國之一。

multilingual domain name conference. Most of the 

country＇s NIC, CNNIC, HKNIC, MONIC, JPNIC 

were invited to this conference and this event 

established the vital role of TWNIC in AP NIC 

communities. 

2000.04 TWNIC 公告 ADSL 及

ISDN IP 位址分配原則。 

TWNIC announced the rules of IP address allocation 

for ADSL and ISDN subscribers. 

2000.05 TWNIC 開放中文網域及

個人網域名稱（idv.tw）線

上註冊申請服務。 

TWNIC opened Chinese domain name and personal 

domain name (idv.tw) registration service.  

2000.05 TWNIC、CNNIC、HKNIC、

MONIC、JPNIC、KRNIC

中文網域名稱協調聯合會

（CDNC）籌備會及第一

次會議於北京召開，確立

爾後 CDNC 扮演全球多國

語言域名（含簡體、繁體

中文）技術及政策發展主

導角色之基礎。 

CDNC (Chinese Domain Name Consortium) was 

established by TWNIC, CNNIC, HKNIC, MONIC, 

JPNIC, KRNIC. Its 1st meeting was convened at 

Beijing. CDNC played a vital role for global IDN 

standard development and services.  

2000.07 ICANN 一般性會員（at 

large membership）選舉董

事案，意外掀起 tw.cn 

與 .tw country code 使用權

之論戰。  

ICANN elected its partial board members by at large 

membership. It raised the political issue regarding to 

the ownership of .tw 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 

incidentally.  

2000.07 CNNIC, JPNIC, KRNIC 及

TWNIC 共同成立 JET

（Joint Engineering 

Team），致力於 IDN 技術

之發展，並共同提出 RFC 

3743：JET Guidelines for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IDN。 

JET（Joint Engineering Team）was established by 

CNNIC, JPNIC, KRNIC and TWNIC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N technology. JET submitted its 

co-proposal and published as RFC 3743: JET 

Guidelines for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IDN.   

2000.07 TWNIC 邀請 ICANN 總裁

Michael M. Roberts 來訪並

辦理研討會暨記者會。 

TWNIC invited the president of ICANN, Mr. Michael 

M. Roberts to visit Taiwan and also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public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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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7 TWNIC 網域名稱委員會

第六次會議公佈「TWNIC

即將開放民間業者代理網

域名稱申請並調降費

率」。 

TWNIC Domain Name committee announced the 

agent mechanism rules for .tw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and cut down its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fee. 

2000.08 行政院通過「建立我國通

資訊基礎建設安全機制計

畫」，成立「國家資通安全

會報」並於其下設立「國

家資通安全應變中心」。 

Executive Yuan passed the project called “creating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curity 

mechanism＂ and established an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curity task force and its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  

2000.09 政大邱姓學生在網際網路

校園電子佈告欄毀謗趙姓

教授，被判刑拘役 55 天。

Mr. Chou, student of NCCU, was sentenced 55 days 

for its slander to professor Chao by campus BBS.  

2000.10 TANet 出國頻寬由原來擴

增為 100Mbps。另外將開

放有做色情及不當資訊防

制之區、縣網之 Proxy 

server 申請使用 163.28 之

專用 IP。 

TANet upgraded its international link bandwidth to 

100Mbps and also applied the restriction rules to filter 

abnormal information based on specific IP address for 

proxy server.  

2000.10 總統府全球資訊網 10/8 上

午八時起開放

（http://www.president.gov.t

w），開放網友透過網路瞭

解總統府各項動態暨相關

內容。 

The web site of President Office

（http://www.president.gov.tw）was opened for the 

citizen to announce related President Office 

information. 

2000.10 TWNIC 舉辦網域名稱代

理登錄廠商聯合簽約典禮

暨中文網域名稱系統展示

說明會，六家業者取得

TWNIC 網域名稱代理登

錄權 registrar，正式開啟.tw

網域名稱使用者可以經由

六家業者提供代理註冊之

服務。 

TWNIC had its registrars signing contract ceremony 

and CDN demonstration show. Six registrar companies 

got the agency right to provide commercial service 

for .tw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2001.01 TWNIC 首度公布台灣網

際網路連線頻寬圖，包括

國內 ISP 間及國際網路頻

寬。 

TWNIC announced 1st Taiwan Internet topology MAP 

in Taiwan and released the bandwidth of inter-ISPs 

Internet conn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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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1 ICANN 政策長暨財務長

Andrew McLaughlin、亞太

區董事 Masanobu Katoh 訪

台。 

Andrew McLaughlin,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ICANN 

and Dr. Masanobu KatohI, board director of CANN 

visited Taiwan. 

2001.02 「中美海纜」突然斷裂，

台美網路連線受到嚴重影

響，台灣學術網路(TANet)

對美連線幾乎完全癱瘓，

中華電信 HiNet、數位聯合

Seednet 等 ISP 線路也發生

大塞車，用戶抱怨連連。

Taiwan-US Internet was seriously impacted by 

Sino-US marine cable broken unexpectedly. HiNet, 

TANet, SEEDnet and other ISPS were complained the 

jam traffic by their subscribers.  

2001.02 「明日報」停刊，個人新

聞台台長發起自救連署。

Tomorrow Internet Daily news stopped publishing and 

its web master of personal news initiated save self 

event.   

2001.02 雅虎公司宣布，旗下的雅

虎台灣與奇摩站合併成立

雅虎奇摩。 

Yahoo Inc., announced to merge yahoo Taiwan and 

Kimo Taiwan as Yahoo-kimo Taiwan for Internet 

portal services.  

2001.03 TWNIC 網域名稱委員會

通過「網域名稱爭議處理

辦法暨實施要點」，並通過

認可「資策會科技法律中

心」、「台北律師公會」為

網域名稱爭議處理機構。

TWNIC domain name committee announced＂the 

rules for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its 

guideline＂. STLC（Science & Technology Law 

Center, III）and Taipei Bar Association were 

recognized by TWNIC as legal entities for .tw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2001.03 ICANN 成立 At-Large 

Membership Study 

Committee，TWNIC 監事

（中央大學產經所）劉靜

怡教授被聘為該研究委員

會成員。 

ICANN created at large membership study committee 

and the supervisor of TWNIC, professor Liu chin was 

invited as the committee member. 

2001.04 成大網路 mp3 事件，檢調

單位進入學生宿舍搜索盜

版音樂光碟。最後於同年

八月與 IFPI 有條件和解，

撤消對涉案學生告訴。 

A court prosecutor entered into NCKU (national 

Cheng-Kung Univ.) campus to investigate pirated CD 

MP3 and reached a compromise with IFPI on August, 

2001 finally. 

2001.04 為提升整體性推動效率，

行政院將原「NII 小組」、

「行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

組」以及「產業自動化及

NICI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 was established within Executive Yuan by 

merging with NII task force, iAeB task force and 

related task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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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推動小組(iAeB)」

合併為「行政院國家資訊

通信發展推動小組」，英文

名稱為「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簡稱 NICI 小

組。 

2001.04 NICI 指示開始研議

「TANet/TANetⅡ/NBEN

合併事宜」。 

NICI instructed to start the plssibility of merging 

TANet/TANetII/NBEN infrastructure.  

2001.05 ICANN GAC 主席 Dr. Paul 

Twomey 訪台（現為

ICANN President & CEO）

並發表「ICANN 面臨之挑

單」專題演講。 

Dr. Paul Twomey, ICANN GAC chairman, visited 

Taipei andgave a speech, called  “ICANN 

challenge＂ lecture to Taiwan Internet community. 

2001.06 我國電信自由化後之第一

家民營固網業者東森寬頻

電信宣布開始營運。隨後

同年 08/07 及 08/08 日新世

紀資通及台灣固網亦宣布

開始營運。 

EBT, the 1st private-owned fixed line operator started 

to business operation after Taiwan＇s 

telecommunication deregulation. NCIC and TFN, the 

other two fixed line operators also launched its 

business services in the next two month.  

2001.07 ICANN President & CEO 

Dr. Stuart Lynn 訪台。 

Dr. Stuart Lynn, ICANN President & CEO visited 

Taiwan. 

2001.08 國內第一宗網域名稱處理

爭議案件專家決定書出

爐，申訴人：瑪斯公司請

求欽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註冊之 m-ms.com.tw 網

域名稱移轉給申訴人，該

決定書決定將系爭網域名

稱移轉於申訴人。 

The 1st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was published 

by STLC. The m-ms.com.tw domain name registered 

by Chin-Pin Inc. was asked to transfer to Mars Inc.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2001.08 「12th APNIC Open Policy 

Meeting」及 APNIC 年度會

員大會，假台北圓山飯店

舉行。我國黃勝雄先生並

於 APNIC 會員大會中當選

ICANN Address Council 亞

The 12th APNIC Open Policy meeting and its annual 

meeting was held on Taipei Grand Hotel. Mr. Kenny 

Huang was elected as ICANN Address Council for 

representing AP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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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區委員。 

2001.09 ICANN成立國際化域名委

員會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Committee 

(IDN Committee)，TWNIC

陳文生執行長被聘任為委

員。 

ICANN formed IDN committee and Dr. Vincent WS 

Che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WNIC, was appointed as 

committee member by ICANN president.  

2001.10 TWNIC 爭取到 APTLD

（Asia Pacific Top Level 

Domain Forum）秘書處設

於台灣，並於理事會中提

出二年任期工作計畫書，

開啟往後.tw 於 APTLD 中

活躍角色之另一灘頭堡。

TWNIC won over APTLD（Asia Pacific Top Level 

Domain Forum）secretary office located in Taiwan and 

submitted its two-year work plan passed in the board 

meeting. 

2001.10 立法院三讀通過電子簽章

法。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the law for Electronic 

(Digital) Signature in the cyber world. 

2001.11 TWNIC IP 位址及網路協

定委員會修正並通過

IXTF(IX 工作小組)所提之

網際網路交換中心運作參

考規範及認可程序與說

明。 

TWNIC IP address and protocol committee passed the 

IXTF (Internet exchange task force) proposal for 

recognizing IX operation procedures and description. 

2001.11 APNIC Effective IP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研

討會首度於劍潭活動中心

舉行。 

The 1st seminar of APNIC Effective IP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n Taiwan was 

held in Chan-Tan Activity Center by TWNIC and 

APNIC. 

2001.12 TANet 協調固網業者提供

電路最後由中華電信、東

森寬頻電信兩家首先提供

Gigabit Ethernet 設備，規劃

並建立台灣第一個 Gigabit 

Ethernet Backbone。 

TANet negotiated with fixed line operators for its 

infrastructure upgrading by the 1st Gigabit Ethernet 

backbone implemented in Taiwan. Finally, ChungHwa 

Telecom and EBT provided this service for TANet. 

2001.12 NICI 下成立「IPv6 推動工

作小組」，正式啟動我國

推動新世代網際網路 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協定基礎建設與研發應用

NICI formed IPv6 promotion task force and started to 

initiat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for the IPv6 

next generation protocol in Taiwan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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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列計畫之序曲。 

2001.12 我國寬頻用戶突破百萬用

戶，達 113 萬戶，較 2000

年底增加 90 萬戶，成長率

達 400%。113 萬寬頻用戶

當中，ADSL 用戶有 92

萬，Cable Modem 用戶有

21 萬（2001 年 9 月寬頻用

戶為 90 萬用戶，因此估計

我國寬頻用戶 100 萬戶之

時間點約為 2001 年 10

月，ADSL 100 萬用戶之時

間點約為 2002 年 1 月）。

National Broadband subscribers amounted to 1.13 

millions, including 0.92 millions of ADSL subscribers, 

0.21 Cable Modem sunscribers. The one millionth 

broadband subscribers happened on October, 2001 and 

the one millionth ADSL subscribers happened on 

January, 2001 based on the interpolation survey data 

on September, 2001 and March, 2002. 

2002.01 TWNIC 召開 IP 位址及網

路協定委員會認可通過

TWIX、TWNAP、TPIX 三

家為我國網路交換中心。

另 EBIX 網際網路交換中

心於 2003.03.31 日獲認可

通過（我國現有四個網路

交換中心）。 

TWNIC IP address and protocol committee recognized 

TWIX, TWNAP, TPIX as Taiwan Internet Exchange 

Center. EBIX also was recognized on March, 2003.  

2002.02 我 國 第 三 代 行 動 通

訊 (3G)執 照 競 標 拍 板

案 ， 由 遠 致 、 聯 邦 、

台 灣 大 哥大、中華電信

和亞太行動寬頻取得五

張 執 照 。 

Taiwan 3G license bade by DGT, MOTC. Taiwan 

PCS(Taiwan PCS Network Inc.), TCC(Taiwan 

Cellular Corp.), CHT(Chunghwa Telecom Co., Ltd.), 

3GO(3GO Telecommunications Co., Ltd.), Yuan-Ze 

(Yuan-Ze Telecom Co., Ltd.), APBW(Asia Pacific 

Broadband Wireless Comm. Inc.) got the 3G 

broadband license finally.  

2002.03 「我的 e 政府─電子化政

府入口網

（http://www.gov.tw）」已

於 2002 年 3 月 20 日正

式啟用。英文全名為 My 

E-government - The 

E-government Entry Point of 

Taiwan，簡稱 MyEgov。 

Taiwan e-government Portal（http://www.gov.tw）was 

launched and called it for short as MyEgov (My 

E-government - The E-government Entry Point of 

Taiwan).  

2002.05 行政院正式通過「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Executive Yuan passed the project called 

“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83 

畫」，「數位台灣

(e-Taiwan)計畫」為其中項

目之一，以加速推動台灣

建 立資訊社會， 成為亞

洲最 e 化國家之一為願

景。我國 IPv6 建置發展計

畫正式列入 e-Taiwan 計畫

中。 

plan＂ . E-Taiwan plan, one of the project 

sub-items, would accelerate Taiwan as most 

advanced networked country. IPv6 

development plan also was one of the plan 

sub-items in e-Taiwan project. 

2002.05 ISOC 台灣分會由資策會

推廣處正式移轉至

TWNIC，並召開 ISOC 台

灣分會會員大會順利選出

選出 11 名理事暨 3 名監事

（非正式法人化之組

織）。ISOC 台灣分會係以

推展網路公民關心網路議

題為目的，在 TWNIC 協助

下運作，並作為 ISOC 全

球總會之對應窗口。 

ISOC Taiwan Chapter was transferred from III to 

TWNIC. ISOC Taiwan is the county chapter of ISOC 

(Internet Society) and would promote internet 

governance issues and Internet citizen concept to the 

public internet community.  

2002.07 TWNIC 召開第十一次

ICANN ccTLD 合約研議小

組(ICA)會議，邀請 ICANN

副總裁 Luis Touton 及

ICANN 國際法務顧問

Theresa Swinehart 訪台與

ICA 委員商洽簽約流程及

合約草案條文。 

TWNIC convened its 11th ICANN ccTLD contract 

agreement (ICA) drafting taskforce meeting and 

invited ICANN vice-president, Mr. Luis Touton and 

legal counselor, Ms. Theresa to visit and discuss with 

ICA members for contract signing procedures and 

contract contents.  

2002.09 TWNIC 通過新增

「.game.tw」「.ebiz.tw」、

「club.tw」三個第二層往

域名稱。（這三個第二層網

域名稱後來運作成效不

佳）。  

TWNIC announced the new 2nd 

TLD, .game.tw, .zbiz.tw,.club.tw for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service.  

2002.10 ISOC Board of Trustees 主

席 Dr. Fred Baker，應台灣

網路資訊中心、中央研究

院計算中心與 ISOC 

Taiwan Chapter 之邀，於訪

Dr. Fred Baker, Chairman of ISOC Board of Trustees, 

was invited by TWNIC, ASCC, ISOC Taiwan Chapter 

to visit Taiwan and presented “the trend of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SOC example＂ lecture to 

public Internet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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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期間發表「以 ISOC 為

例－談未來國際網路組織

之發展趨勢」專題演講。

2003.01 TWNIC DN 委員會通過申

請註冊

com.tw/net.tw/org.tw 免書

面文件審核。 

TWNIC DN committee passed the resolution for no 

document review on com.tw/net.tw/org.tw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2003.01 國科會電信國家型計畫於 

2003 年首度通過「台灣 

SIP/ENUM trial 應用試驗

建置計畫」，在國立交通

大學曾憲雄教授主持下，

利用 SIP/ENUM 技術及 

ENUM 09440 門號推動建

置網路電話及 ENUM 實驗

環境。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project 2003 passed a 

plan called “Taiwan SIP/ENUM applications trial 

plan＂, lead by Tseng shan-shung, professor of 

NCTU, to get ENUM E.164 number “09440＂ from 

DGT to test VOIP and ENUM experimental 

infrastructure.   

2003.02 TWNIC 主辦 2003 年亞太

網路科技高峰會

「APRICOT 2003」，積極

參與亞太地區網路社群，

引進國際最新網路科技新

知，與國際網路科技產業

分享經驗。TWNIC 並在會

中代表台灣與歐、日簽署

合作意向書，未來將共同

推動 IPv6 技術發展。 

“APPRICOT 2003, Taipei＂ was held by TWNIC. It 

demonstrated Taiwan Internet community participating 

to advanced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sharing its 

experience with the countries in AP region. TWNIC 

also signed the MOU with Europe, Japan for the 

cooperation with IPv6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3.02 交通部電信總局依電信法

第二十條之一規定，研擬

「網際網路位址及網域名

稱註冊管理業務監督及輔

導辦法」公佈實施，首度

將我國 IP 位址分配及.tw

網域名稱註冊業務，納入

政府之監督管理範圍內。

DGT drafted the regul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guideline for Internet IP address and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services＂, which was asked by according 

to the Point 21-1 of New Telecommunication Law. 

2003.03 台灣部落格

(www.twblog.net)成立，台

灣第一個結合 rss 新聞交

換站台與 blog hosting 的實

Taiwan Blog (www.twblog.net) was established and it 

was the 1st blog web site integrated with RSS news 

exchange site in Taiwan.  



 

85 

驗網。 

2003.03 TWNIC 獲電信總局（代表

政府）授權與 ICANN 正式

簽署.tw ccTLD 三方（政

府、ICANN 與 TWNIC）授

權合約，此為我國.tw 網域

名稱註冊管理與全球網際

網路管理組織 ICANN 正

式建立正合約關係。 

TWNIC was authorized by DGT to sign with ICANN 

for triangular contract, including government, ICANN 

and TWNIC about .tw ccTLD delegation from ICANN 

to TWNIC. This contract linked the formal 

relationship of Taiwan Internet community with global 

Internet community.   

2003.04 Wiki 介紹到台灣。最早進

入台灣的系統包括 

Tavi、JSPWiki、OpenWiki。

Wiki started to be popular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earliest systems, Tavi、JSPWiki、OpenWiki.  

2003.05 4、5 月 SARS 疫情擴散期

間，助長網路購物、線上

學習、寬頻影音、網路銀

行、企業 e 化、網路視訊

等需求，部分資訊網路產

業搶搭這波疫情風暴下的

電子化商機。 

Internet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Internet shopping, 

Internet banking, video conferencing, e-enterprise, 

were accelerated t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during 

SARS epidemic spreading period in Taiwan.  

2003.07 在 2002 年初競標取得我

國 3G 執照的 6 家業者

中，亞太行動寬頻電信公

司率先於 2003 年 7 月 29

日開台營運，導入

CDMA2000 系統平台，並

主打行動多媒體影音內容

應用，我國行動通信服務

正式邁入 3G 時代。 

APBW（Asia Pacific Broadband Wireless Comm. 

Inc.）lauhched its 3G services first among six 

authorized 3G operators. APBW introduced 

CDMA2000 system platform and opened the new era 

of multimedia audo/video services for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industry in Taiwan. 

2003.10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籌備處正式成立（其組織

法」於 2005 年 11 月始於

立法院通過，為時二年

於）。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uncil Preparatory Office 

was established (Its rules of organization had passed 

on November, 2005 after about two years later 

formally). 

2003.11 HiNet 啟用新一代

STM-64(10G)光網路，為國

內第一家使用 10G 骨幹網

路之 ISP。 

HiNet launched the 1st new generation STM-64 

(10Gbps) domestic optical fiber backbone in Taiwan. 

2003.11 HiNet 啟用新一代 HiNet launched the 1st new generation ST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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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16(2.5G)海纜電路，

為國內第一家使用 2.5G

國際海纜電路之 ISP。 

(2.5Gbps) optical marine fiber backbone for 

international link in Taiwan.  

2003.12 立法院三讀通過「通訊傳

播基本法」，未來將由政

府成立通訊傳播委員會，

作為電信、網路、廣播電

視等跨產業的單一整合監

理機關。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The Basic Law for 

communications＂. Based on this law, Taiwan 

Government will establish new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structure to create an organization calle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uncil (NCC) to unify the 

regulations about telecommunication, Internet and 

broadcasting.  

2003.12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團參與

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及國際電信

聯盟（ITU）於瑞士日內瓦

共同主辦的「資訊社會高

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成功建立我國參

與聯合國週邊組織活動模

式，展現台灣資訊科技實

力行銷台灣，並為國際社

會提出貢獻的良好典範。

WSIS（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was held by ITU and UNESCO at Geneva, 

Switzerland. Taiwan Delegation Group organized by 

NICI, created a successful model to participate in UN 

related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2004.01 TWNIC 正式宣佈全球上

線提供.tw 註冊服務，正式

授權 NeuLevel 提供海

外.tw 註冊服務，達到.tw

域名跨出海外的第一步，

海外授權全球註冊目標。

TWNIC announced to authorize its global partner with 

NeuLevel Inc. for .tw domain nam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services.  

2004.02 歐洲粒子物理研究中心

（CERN）推出新世代的網

際網路應用架構－全球網

格（World Wide Grid），

中研院計算中心負責之網

格網路（ASNet - LCG 

Network）之 1000 mbps 頻

寬將專用於 LHC 

Computing Grid 相關實驗

與計算資料之交換傳遞。

CERN promoted the new Internet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called World Wide Grid Computing. 

ASCC connected its ASNet with LCG network by 

1Gbps link for related grid computing experiment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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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2. 擴充 TANet 國際頻寬共

6.2Gbps，其中教育部使用

2.5Gbps、國科會使用

2.5Gbps、中研院院使用

1.2Gbps 頻寬。 

TANet upgraded its share-based international Internet 

bandwidth to 6.2Gbps. MOECC used 2.5 Gbps, 

NCHC used 2.5 Gbps, ASCC used 1.2 Gbps. 

2004.02. 電信總局正式成立財團法

人電信技術中心(TTC：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nter)。 

TTC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nter) was 

established by DGT funding fully.  

2004.03 為使我國政府各單位公文

順利整合交換，「公文交

換 G2B2C 資訊服務中心」

正式啟用。 

G2B2C (Government to Business, to Citizen) official 

document exchange system was launched and opened 

up the e-government basic services to the enterprise ad 

citizen. 

2004.03 台北、新竹兩地 IPv6 展示

中心同時進行揭幕啟用。

IPv6 Exhibition Center was launched at Taipei and 

Sin-Tsu City for promoting IPv6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2004.04 我國高品質學術研究網路

（Taiwan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TWAREN）正式

啟用，是繼荷蘭後全球第

2 個建構完成 20Gbps 寬

頻學術研究網路的國家。

TWAREN（Taiwan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the 2nd fast network backbone all over the 

world, was launched and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its 

20Gbps backbone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in 

Taiwan.   

2004.04 國內最大的拍賣網站

-Yahoo！奇摩從 4 月起開

始收取商品上架費。 

Yahoo-kimo Inc., the largest auction web site in 

Taiwan, started to charge fees for auction merchandise 

web pages. 

2004.04 中研院計算中心參與全球

IPv6 Multicast 骨幹網路

（M6Bone）建置，完成全

國第一個 IPv6 Multicast 骨

幹網路，成為全球於台灣

區之連接服務中心，以提

供全國 IPv6 網路與

M6Bone 鏈結之接取服務。

ASCC implemented its 1st Multicast Backbone 

network in Taiwan and connected to global M6Bone 

project for providing IPv6 multicast services.  

2004.05 台北市信義計畫區開通戶

外公共無線寬頻上網，開

放讓民眾申請，可免費使

用一年。「台北市無線寬

Wireless Taipei project was kicked off from Taipei 

Sin-Yi District for public free access one year. 

Three-year Wireless Taipei project would be 

implemented to cover whole area of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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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網路建設執行計畫」將

在 3 年內分 3 階段執行

完畢。 

2004.06 中華電信推出 8M／640K

的 ADSL 服務，但台灣的

高速網路頻寬相較日、韓

兩國仍有待努力。 

HiNet launched 8M/640kbps high speed ADSL 

services, but the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was 

still far lag behind to Japan and Korea. 

2004.08 全球 Root Zone File 自

2004.07.21 日起開始接受

各頂層域名 (Top Level 

Domain)登錄其域名伺服

器 (Name Server) 的 IPv6 

位址。TWNIC .tw DNS 

Server 亦巳成功向 IANA 

登記 IPv6 位址，此為我

國 IPv6 網路解析服務邁入

另一里程碑。 

Global root zone file started to accept the application 

for IPv6 address registration for TLD. TWNIC .tw 

DNS server registered its IPv6 address to IANA 

Global root zone file successfully. This was one of the 

milestone for the promotion of IPv6 development in 

Taiwan. 

2004.09 台灣創意公眾授權正式成

立 CC Taiwan。（2002.05

月，在哈佛教授 Lawrance 

Lessig 倡議下，「創意公眾」

-- creative commons 開始運

作）。 

CC Taiwan (Creative Common)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innova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itiated by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c Sinica. CC project was advocated by 

Lawrance Lessig, a renowned professor in US. 

Harvard University. 

2004.09 布朗大學最新的2004年全

球電子化政府評比，我國

政府網站成效名列全球

198 個國家中的第1 名。

Taiwan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as 

No.1 among 198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by US 

Brown University. 

2004.10 NICI雙網整合（i3G）辦公

室與國內業者聯合首次展

出先進雙網手機和創新應

用服務，有包括手機製造

商、電信服務業者、內容

服務商及系統與設備研發

商等二十多家業者參展。

NICI i3G (Integrated 3G) office demonstrated 

advanced dual mode handheld devices and its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with mobile operators and 

manufacturers. 

2004.11 台北縣淡水鎮將正式成為

全台第一個以整個行政區

域為覆蓋範圍的「無線網

路寬頻城」。 

Tamsui, Taipei county became as the 1st wireless 

broadband city, which had 100% wireless access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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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 行政院新聞局廣電處成立

「台灣網站分級基金

會」，新聞局授權總管所有

網站分級事務。 

Taiwan Internet Content Rating Promotion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laid 

down in point #10 of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s “Key Poin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pervision of Mass Media Non-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s＂. 

2005.01 中研院國際網路（ASNet）

與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網

（CSTnet）在香港完成

Gigabit Ethernet 高速網路

互連。 

ASNet (academic Sinica Network) and CASnet (China 

Academy for Science Network) connected via Gigabit 

Ethernet high speed interconnection at Hong Kung. 

This interconnection is part of APAN infrastructure.  

2005.02 APNIC 部分理事於日本京

都舉行的 APNIC 19 會員

會議中改選，任期兩年，

TWNIC 推薦之代表 NII

產業協進會吳國維執行

長，順利高票當選 APNIC

理事。 

The 19th APNIC board of director meeting was held at 

Kyoto,Japan to elect its new two-year term directors. 

Mr. Ku-Wei Wu,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NII 

association, recommended by TWNIC, won top list of 

the election.     

2005.03 TANet 管理委員會決議

TANet 與 TWAREN 骨幹網

路，將逐步推動 TANet 與

TWAREN production 網路

的各區域網路中心間連接

的實體電路整合共用。 

TANet management committee decided TANet and 

TWAREN production network will unify the network 

backbone among all regional network centers as soon 

as possible.  

2005.03 TWNIC 辦理全台首次之

「2005 Taiwan Blogger BoF 

網誌青年運動會」 活動，

希能促進 Blog 在台灣的普

及應用。。 

The 1st “2005 Taiwan Blogger BoF Younger 

Campaign＂ (Birds Of Feather) was held by TWNIC 

to promote Blog applications to al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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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劃分發展階段 

 

（一）發展歷程之階段：將所搜集資料劃分成下列四階段來檢示發展歷程： 

 

1、醞釀期(1985—1991) 

1986.04.25 行政院核准教育部電算中心「加強大專校院教授研究服務計

畫」，同年 9 月 7 日並於八所國立大學設立教學研究終端工作站，與該中心

IBM4341 主機(IBM 公司捐贈)連線，提供教學研究軟體服務，此為我國最早學術

網路之雛形。隨後 1987.08.14 之 BITNet 國際學術網路 9.6kbpa 連接日本 SUT，

再轉接至美國，是我國第一條提供 email、FTP、Newsgroups 等功能之國際學術

網路。經過快速國際資訊之衝擊醞釀累積後，1990.07 行政院核定教育部電算中

心所提之「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大學電腦網路計畫、電腦系統擴充計畫」，

開始規劃建立以 TCP/IP 為平台之台灣學術網路，TANet 構想正式誕生，遂於

1991.12.03 TANet 與美國普林斯頓大學之 JvNCnet，以 64 Kbps 完成 Internet 連

接，此為我國正式連接全球 TCP/IP Internet 之第一天。 

 

2、發展期(1992—1995) 

TANet 國際連線後，驅動校園網路建設之能量快速串升，1992.04 交大千餘

間寢室之宿舍網路正式啟用。隨後科技發展專案經費支持的研發計畫 Seednet 搭

上此一趨勢，協助 TANet 中文化軟體平台之研發，BBS、Gopher、News、FTP、

等初期網路應用快速成長擴散，校園網路應用蔚為風潮。TANet 骨幹及國際線頻

寬需求遽增。此期間 TANet 管理委員會及技術小組，扮演規範及政策引導角色，

終於在 1994.08 行政院 NII (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小組成立，結合政

府與民間的力量共同推動國內資訊網路的建設與資訊科技的創新應用。1994.01

中華電信數據所在百般呼喚下，終於成立 HiNet，並試行一年多至 1995.04 正式

商業化運轉並與 Seednet、TANet 首先互連。商業 Internet 網路開始蓬勃發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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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NII 政策逐步出籠，TWNIC 構想及誕生，轉型步調也逐漸滾動發生。 

 

3、成長期(1996—2000) 

1996.01 立法院通過電信三法(電信法、電信總局組織條例及中華電信公司組

織條例)，1996.07 電信總局（DGT）與中華電信分家，DGT 遂進行下一波之電

信自由化改革，包括行動電話 GSM900/1800 業務開放。隨後電子化政府啟動及

教育部開始推動中小學網路。ISP 業者逐漸增加，交換中心之需求，及過時法規

限制，催生了由 HiNet 營運之 TWIX 權宜措施。1998 年.tw 域名開始收費，網路

相關產業蓬勃發展，網路使用人口快速竄升，1998.12 達成 NII 三年 300 萬上網

人口目標。1999 年初擴大內案，要求全國中小學校，校有電腦教室及連網，繼

之阿里山 ADSL 線路費用協調會議，奠定中華電信主導 ADSL 及我國寬頻接取

發展方向。1999.12 TWNIC 在 NII 指導，DGT 輔導下正式轉型成為財團法人。 

 

4、應用擴充期(2000—2005) 

網路頻寬成本快速下降，雖有網路泡沫化陰影，TANet、ISP 骨幹及國際頻寬

持續快速成長，各式各樣 Web-Based 網路應用持續擴散，網路病毒、網路安全、

垃圾郵件、不當資訊等議題日漸飆生。全球網路管轄組織 ICANN 及其外圍組織

如 APNIC、APTLD、CDNC、JET 等組織逐漸引起注意，我國亦積極參與如 ICANN 

GAC、ccTLD、At Large 等相關活動。2000.03.21 固網開放，NII 小組轉型成為

NICI 小組，配合挑戰 2008 計畫，醞釀提出 e-Taiwan 計畫，期能勾畫出我國未來

8~10 年資訊發展藍圖。隨後 2001.10 電子簽章法通過，2002.2 3G 執照拍版定案

及 Gigabit Ethernet 逐漸開啟接取端 Gigabit 頻寬時代來臨。2003.05 SAS 疫情爆

發，利用網路技術如網格運算、網路視訊、遠距上班、異地備援等應用更受重視。

2003.11 HiNet 啟用新一代國內 STM-64(10G)光網路及 STM-16(2.5G)海纜電路，

開啟國內第一家使用 10G 骨幹網路及 2.5G 國際海纜電路之 ISP。2004.02 電信技

術中心成立。2004.4 TWAREN 台灣高品質學術研究網路啟用，TWAREN 為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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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六年國發計畫項目之一，期能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學術研究網路連接中

心，其網路骨幹為 STM-16 (10Gbps)，並採用光纜備援，為我國非固網業者運作

中最快速之廣域網路骨幹。2004.06 中華電信推出 8M／640K 的 ADSL 服務，開

啟高速 ADSL 時代（雖然仍落後日、韓）。2004.11 台北縣淡水鎮正式成為全台第

一個以整個行政區域為覆蓋範圍的「無線網路寬頻城」。 

 

（二）大事記及主要發展圖示指標 

1、依所搜集資料之重要性及時序，完成大事記簡圖。 

2、主要發展圖示指標從圖四及圖五中可分別看出我國上網人可增加速度及

TANet 國際線頻寬成長速度。 

 

 
圖五 我國網路上網使用人口增加速度(FIND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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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TANet 國際線頻寬成長速度(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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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網際網路發展四階段簡圖 

 
 
 
 
 
 
 
 
 
 
 
 
 
 
 
 
 
 
 
 

圖七 1985-1991 蘊釀期 與 1992-1995 發展期 (本研究)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月
 1987

年

if-N
et C

N
Inet IB

M

工
作
站

8月
 1987

年

B
itN

et

7月
 1990

年

T
A

N
et

9
月

 1990年

推
動
校
園
網
路
建
設

12月
 1991年

T
A

N
et 

國
際
線 6

4k
 bp

s

4月
 1992

年
第
一
個
校
園
宿
舍
網
路

7
月

 1992年
Seednet

11月
 1992年

TA
Ne
t 

國
際
線 256

k 
bps

12月
 1992年

第
一
個We

b 
Se

rve
r

3月
 1994

年

Hi
Ne
t

8月
 1994年

行
政
院N

II

小
組

10月
 1994

年

 T
AN
et

 

國
際
線 51

2k
 bp

s

4月
 1995年

HiN
et

正
式
商
用
營
運

1985 – 1991
蘊釀期

1992 – 1995
發展期



 

95 

 

 
 
 
 
 
 
 
 
 
 
 
 
 
 
 
 
 
 
 
 

圖八 1996-2000 成長期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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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關鍵人物資料蒐集及訪談 

 

為確認第三章我國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資料蒐集過程關鍵時點及事件之正確性，及即

時將發展過程關鍵人物之想法與所記得之過去歷史，回憶敘述並予以記錄保存，因此擬

一方面蒐集關件人物相關資料及安排親自訪談，經徵詢及考量計畫時效等可行性後，確

認 32 位人選。 

 

一、 關鍵人物之確認 

 
本計畫最後納入之關鍵人物，計有學術及教育界 14 人，政府（官）界 10 人，產學

界及資訊主要財團法人 8 人，未納入本計畫之可能其它人物，未必不是我國網路發展過

程之關鍵人物，本計畫之人選僅是由於時間及經費限制所做之範圍選擇，特此說明。 
 
預計訪談人物： 
一、學術及教育界（學研） 
1. 鄧啟福 前交大校長、前電腦學會理事長 
2. 曾憲雄 TWNIC 董事長、交大資科系教授、前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 
3. 張進幅 暨南大學校長、前教育部科技顧問室主任 
4. 曾黎明 中央大學資工系教授、前 TANet 技術小組召集人 
5. 吳瑞北 台大電機系教授、前國網中心主任 
6. 潘晴財 清華電機系教授、前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 
7. 林誠謙 中研院計算中心主任 
8. 莊哲男 國科會財團法人國網中心主任 
9. 陳立祥 成大電機系教授、前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 
10. 陳景章 中正大學電信系教授、前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 
11. 陳年興 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TWCERT 主任 
12. 劉金和 教育部電算中心副主任 
13. 劉大川   交通大學電算中心網路組組長 
14. 溫桂誠 高雄縣網中心主任 
    
二、政府（官） 
1. 蔡清彥 前行政院政委及 NICI 召集人 
2. 賈玉輝 交通部參事、前中華電信數據所所長 
3. 楊世緘 前行政院政委及 NICI 召集人、現任 Seedent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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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治國 前交通部常次、電腦學會理事長 
5. 鄧添來 交通部由電司司長、TWNIC ＤＮ委員會主任委員 
6. 高凱聲   DGT 副局長 (02) 2343-3958 

7. 夏漢民 前行政院政委及 NICI 召集人、NII 促進會創辦人 
8. 李雪津 前研考會資訊處處長 
9. 何全德 研考會資訊處處長 
10. 林逢慶 行政院政委、資策會董事長及執行長、NICI 召集人 
 
三、產業界（產）及資訊主要財團法人 
1. 張來喜 中華電信數據分公司副總（HiNet） 
2. 許奎壁 前中華電信數據分公司副總（HiNet） 
3. 程嘉君 數位聯合總經理（SeedNet） 
4. 張善政 宏碁事業群—安基資訊總經理（前國網中心主任） 
5. 吳國維 NII 協進會執行長、APNIC EC 
6. 黃勝雄 ICANN ASO AC、APNIC EC 
7. 陳正然 蕃薯籐總經理 
8. 呂學錦 中華電信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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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鍵人物資料蒐集格式 

 

（一）資料格式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ООО 
 
三、 現職︰ 

1. 
2. 

 

二、照片：（請提供照片一張，

解析度愈高愈好） 

 

 

 

 

四、主要經歷：(五～七項最主要之經歷） 
（請提供您的主要經歷，或請利用最新現成資料一併 email 給我們，我們會

再稍加彙總成五～七項最主要與網路相關之經歷。） 
1.  
2.  
3.  
4.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三～五項最主要之貢獻） 
（請提供您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或請利用最新現成資料一併 email 給我

們，我們會再稍加彙總成三～五項最主要項目。） 
1.  
2.  
3.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三～五項最主要之建議） 
（請提供您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或請利用最新現成資料一併 email
給我們，我們會再稍加彙總成三～五項最主要項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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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學術及教育界（學研） 
 

1.鄧啟福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鄧啟福 

 

三、現職︰國立交通大學電信系教授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 總主持人 民 87.5 

2. 國立交通大學 校長 民 81 

3. 國立交通大學 教務長 

4. 行政院國科會 副主任委員 

5. 行政院國科會工程處 處長 

6. 國立交通大學工學院 院長 民 73.8.-76.7 

7. 國立交通大學電信系 教授/系主任/所長 

8. 美貝爾實驗室 研究員 

9. 台灣電力公司 助理工程師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國科會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為我國 NBEN/Internet2 計畫建置

之最主要決策者。 

2. 擔任中華名國電腦學會理事長期間，指導 TWNIC 轉型並將 TWNIC 至

於協會下運作，進入 TWNIC 轉型三階段之關鍵第二階段期間。 

3. 擔任交大校長期間，塑造交大成為學術網路領導者，為網路界貢獻良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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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憲雄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曾憲雄 

 

三、現職︰ 

1. 國立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 教授 

2. 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董事長 

3. 台灣 SIP/ENUM 應用促進會 會長 

4. 國立交通大學網路學習與應用研究中  

心 主任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IPv6 建置發展計畫」計畫主持人 

2. 國立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系 主任 

3. 教育部電算中心 主任 

4. 台灣學術網路管理委員會 主席 

5. 國立交通大學電算中心 主任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催生及創立 TWNIC。 

2. 於教育部電算中心期間推動 TANet 與 ISPs 網路之整合著有成效。 

3. 起始性推動 IPv6、SIP/Enum 及相關開創性之技術與應用。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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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進福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張進福 

 

三、現職： 

1.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校長 

2. 國科會電信國家型計畫 總主持人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 中華民國資訊協會 理事長 

3. 中央大學的教務長 

4.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主任 

5. 台大電機系系主任兼所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五～七項最主要之貢獻） 

1. 推動我國早期校園網路建設計畫，對網路發展貢獻良多。 

2. 指導國科會高速計算及網路中心初期方向，奠定後期發展之基礎。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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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黎明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曾黎明 

 

三、現職： 

1. 國立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 

2. 台灣學術網路（TANet）技術小組 召集人

3. TWAREN 諮議委員會 召集人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TWNIC 董事、中文域名技術小組召集人 

2. 教育部電算中心顧問、TANet 技術小組召集人 

3. 中央大學電算中心主任其間，辦理第一屆 TANet＇95 研討會。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我國 DNS 技術最具權威者，經常帶領研究生深入研究、測試。 

2. 指導 TANet、TWAREN 等網路之發展方向，提出諸多建言。 

3. 長期深入網路技術之發展與測試，是我國網際網路之最主要革命戰將。 

4. 開發中文 Archie FTP server、中文 telent 等，對早期 Internet 中文化技術貢

獻良多。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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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吳瑞北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吳瑞北 

 

三、現職： 

1. 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2. 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系主任 

3. 國立台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TWNIC 域名空間整體規劃、交換中心（IXTF）小組 召集人 民 91 

2.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企劃考核處 處長 民 91-93 

3.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主任 民 87-89 

4. 台灣學術研究網路管理委員會主席 民 88 

5. 國家寬頻實驗網路管理委員會主席 民 88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提昇我國學術研究網路連接國外 Internet2 頻寬，建立台灣學術研究網路

服務體系，對台灣下世代研究網路(NGI)之發展貢獻良多。 

2. 建立 NBEN（國家寬頻實驗網路），提供學術界發展網路先進技術的專

用平台，對推動台灣網路技術發展貢獻良多。 

3. 成功爭取政府同意提供經費，有效提昇我國與歐洲網路的連線頻寬，並

藉此積極促進尖端領域的合作研究，對增進我國與歐洲之連網貢獻良

多。 

4. 建立學術網路國網中心、中研院計算中心、教育部電算中心三足鼎立，

各有職司重點的分工合作架構，並在跨部會的國科會委員會中獲得通

過。。 

5. 代表台灣擔任美國國科會(NSF) vBNS 管理委員會委員，引領國家高速

電腦中心連年參加國際高速電腦研討會的 iGrid 展示活動，積極鼓勵台

灣參與國際網路組織活動效力良多。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宜更積極參與國際活動，如參加國際會議發表學術論文或擔任跨國網路

組織志願服務性工作，維持台灣在國際網路上的既有地位及自主發言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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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中研院、國科會、教育部等各有其網路推動單位，宜建立跨部會層

級委員會，加強其績效評估並促成其積極合作，以期整合綜效之發揮。 

3. 推極鼓勵網路應用研究，例如參與國際 eScience、長期生態觀測網、地

震/土石流觀測網等，促成科學進步、善待地球資源、減少人民損失。 

4. 結合相關之國家型計畫，含數位典藏、電信、及數位學習，推動示範計

畫，使豐富的數位內容可以使全民隨時在各地都可以快速有效分享使

用。 

5. 政府善用公權力及電信普及基金，積極介入網路最後一哩建設，包括無

線寬頻佈建、固網共用管溝等措施，建立全民寬頻網際網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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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晴財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潘晴財 

 

三、現職： 

國立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 1989/8~1992/7 

2. 清華大學電算中心主任 1986/8~1989/7 

3. 清華大學電機系主任兼所長 1994/4~1997/7 

4. 國立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2000/8/1~2001/7/31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推動我國第一代 BitNet 網路之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 

2. 推動 TANet 早期之建置計畫，建立教育部電算中心與各校電算中心緊

密互動及凝聚向心力關係。 

3. 為教育部奠定早期主導學術網路發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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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林誠謙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 姓名：林誠謙  

 

三、現職： 

1. 中研院物理所研究員兼副院長特助 

2. 軟體自由協會 常務理事 

3. 太平洋鄰里協會執行長 

4. APAN-TW 秘書長 

 

二、 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主任 

2. 軟體自由協會理事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致力於我國高速網路技術發展及建置推動。 

2. 致力於 Digital Library，Cluster Computing， Advanced Networking 三大重點

工作。 

3. 建立中研院網路國際研究基礎建設，包括歐、美、亞洲等完整國際網路

環境。 

4. 與大陸數位典藏計畫合作密切，成效卓著。 

5. 致力推動我國網路自由軟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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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莊哲男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 姓名：莊哲男 

 

三、現職： 

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2.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主任 

 

二、 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美國太空總署 主任科學家 

2. 美國馬丁太空公司 資深工程師 

3. 美國噴射推進研究所 工程師 

4. 美國電腦公司 工程師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推動「國家型開放原始碼計畫」及「全中文化開放原始碼軟體作業環境」 

2. 推動 e-Taiwan 計畫中之亞太學術網路中樞計畫，建置 TWAREN 網路，

為我國第二代網際網路之先驅，帶動我國先進網路技術及應用發展，影

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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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立祥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陳立祥 

 

三、現職：國立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1997 - 目前)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1996 - 2000) 

2. 美國貝爾實驗室研究員(1987 - 1990)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於 1999 年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將全國各級學校，由小學至大學，

設置電腦教室、寬頻連上網際網路、設置各校網頁、及教師資訊素養培

訓，並落實學校資訊教育，完成全國研究教育相關單位（共約 4300 個

單位）全面寬頻連接全球網際網路 

2. 推動我國教育界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開創數位學習先機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加強數位內容及數位學習的人才培訓、內容建置及推廣使用 

2. 加強軟體發展的人才培訓及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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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陳景章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陳景章 

 

三、現職：中正大學電機系教授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Researcher, AT&T Bell Lab.(1986-1990)  

2. 中正大學電機系教授兼電信中心主任 

3. 中正大學計算機中心主任 

4. 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擔任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期間，延續推動擴大內需建構全國國中小學班

班有電腦及連接 Internet 方案。 

2. 建構校園防制色情網站機制，對中小學校園網路淨化工作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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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陳年興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陳年興 

二、 

三、現職： 

1. 國立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教授, 1996/06-迄今

2. 台灣電腦網路危機處理中心 主任, 1998/09-迄今

3. 台灣資訊智財權網路協會 理事, 89/08-迄今 

4. 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理事, 89/08-迄今 

5. 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董事, 88/08-迄今 

三、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國立中山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 副主任, 1997/02-2002/09 

2. 國立中山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 網路組長, 1992/05-1997/01 

3. 國立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副教授, 1990/08-1996/05 

4.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學院電腦中心 主任, 1994/01-1995/08 

5. 國防部陸軍 兵工整備發展中心 資訊預官, 1992/07-1994/05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一、西元 1992 年創立國內第一支中文化 BBS：Formosa BBS & West BBS ，為台

灣學術網路 BBS 風潮的推動者。 
二、中山網大(http://cu.nsysu.edu.tw )創始人，數位學習推廣的推動者。 
三、AJET 數位學校(http://ajds.nsysu.edu.tw )：國高中跨國英語學習的推動者。 
四、K12 數位學校(http://ds.k12.edu.tw )：以教師網路進修研習的模式，推動教師

資訊融入教學與專業成長的推手。從民國 90 年 06 月至今共協助高雄市開設

了九期教師網路進修課程 67 門，正式生合計 6173 人，結業生合計 3234 人。

其「K12 數位學校教師專業進修工作圈」並榮獲行政院經建會第三屆法制再

造工作圈銀斧獎。 
五、同步網路教學的推動者： 

 
圖：94(下)中山大學資管系，計算機網路專題，碩專班及同步網路教學碩士學分

班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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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劉金和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劉金和 

 

三、現職：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 副主任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教育部電算中心 高級分析師 

2. 教育部電算中心 高級管理師 

3. 教育部電算中心 組長 

4. 教育部電算中心 程式設計師 

5. 空中大學 講師 

6. 內政部地政資料中心 技士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我國 TANet 網路發展初期之主要參考頹動者之一 

   2. 推動擴大內需計畫，延伸網路至國中小學電腦教室採用 ADSL 方案，對我

國 ADSL 寬頻發展起帶頭作用 

   3. 推動 TANet GB Ethernet 方案，帶動我國 GB Ethernet 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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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劉大川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劉大川 

 

三、現職：交通大學電算中心網路組組長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國立交通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技術發展組 組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推動 .tw.bbs.* 新聞群組交流計畫，讓台灣的 BBS 群組類似美國 USENET

群組一樣，在國內快速發展 

    2. 長期涉足我國網路技術發展及推動計畫，是我國網路發展過程之最佳見

証人 

3. 可以說是 TANet 技術實務派代表人物，對 TANet 及相關網路之發展多所

建言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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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溫桂誠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溫桂誠 

 

四、現職： 
1. 五甲國小老師 
2. 高雄縣縣網中心主任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國小教師 28 年(1977~2005) 

2. logo 語言教學實驗(1985~1987) 

3. 1986 年獲臺灣省教育廳頒師鐸獎 

4. 1987 年獲行政院頒傑出資訊人才獎 

5. 1990 年創辦教育局電子資料中心 

6. 1993 年建立高雄縣教育網路中心 

7.  2000 年規畫建立 Loxa 教育網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1992 年首創以電子郵件傳送公文。 

2. 1993 年於商業網路之前，提供撥接與電子信箱服務，社會教育服務基

層民眾。 

3. 1994 年排除各類阻礙，創建縣市網路中心，將中小學連上網際網路。 

4. 1998 年與中華電信談判 ADSL 費率，全國都市鄉村深山離島一體適用。 

5. 2000 年應用社會資源，建置 Loxa 教育網，服務八十多萬師生免費的優

值應用服務。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4. 落實資訊教育政策 

5. 深化應用服務內容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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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官） 

 

1.蔡清彥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蔡清彥 
 

三、現職： 
1. 總統府國策 顧問 
2.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不當判亂暨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基金會 董事長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行政院 政務委員(8905-9305) 
2.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ICI) 總召集人(8905-9305) 
3. 國科會副 主任委員(85.06-89.05) 
4. 民用航空局 局長(83.09-85.06) 
5. 中央氣象局 局長(78.09-83.08) 
6. 國立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63.08-78.08)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擔任 NICI 小組總召集人，在 2000～2004 年 Internet 應用關鍵發展期間，

提出 e-Taiwan（數位台灣）計畫，導引我國數位化發展方向。 
2. 強力支持在 e-Taiwan 項下之 m-Taiwan(行動台灣)項下之雙網整合計畫，

為我國電信產業勾畫出領先全球之藍圖。 
3. 率團出席全球資訊社會高峰會議（WSIS），在我國普受圍堵的聯合國體

系活動下，成功完成增加我國在全球資訊技術可見度及積極參與世界級

活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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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賈玉輝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賈玉輝 

 

三、現職：交通部 參事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交通部電信總局 局長 

2.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主任 

3. 交通部郵電司 司長 

4. 交通部電信數據研究所所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我關網路發展關鍵階段之主要政府政策制訂及推動者。 

2. 我國最大 ISP 業者 HiNet 之最主要創建者。 

3. 我國電信自由化過程之關鍵主導推動者。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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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世緘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楊世緘 

 

現職： 

1. 全球策略投資基金董事長 

2. 數位聯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二、照片： 

  
 

三、主要經歷： 

1. 中科創投董事長 

2. 行政院政務委員兼行政院科技顧問組召集人 

3. 經濟部政務次長 

4. 經濟部常務次長 

5.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6. 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副局長 

7. 國家科學委員會企劃考核處處長 

 

四、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制訂及推動我國 NII 發展策略，設定三年三百萬網際網路用戶的目標，

並提前於民國 87 年 12 月達成該項目標。 

2. 普及學校的網際網路建設與應用，全面提升國民的網路及資訊素養；重

點投入國內中小學的網際網路建設與應用及教學的設備，提前五年完成

國內中小學網際網路全面連網的計畫目標。 

3. 推動電子化政府的各項建設，以及提供民眾網路申辦相關業務的服務，

重點推動網際網路報稅，研修相關法規，建立作業相關機制。 

4. 建立示範體系，積極推動國內 B2B 電子商務的發展應用；結合國內外廠

商，推動產業供應鏈為主的網際網路技術與應用，有效提升產業競爭力。 

5. 加速推行國內電信自由化的政策，完成電信三法的立法作業，開放國內

固定通信網路業務，同時草擬通信資訊傳播委員會的組織章程與相關職

能的法案。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網際網路的普及，從三年三百萬，到寬頻上網六百萬，網路上的各種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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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也日趨廣泛成熟；但是現有的推廣成果，仍未能加惠到超過 50%人口

的不會或是不使用電腦的族群，形成另一形式的數位落差。未來的發展應

該設法將網際網路延伸到電視等設備，使得網際網路的豐富應用能真正普

及到全民 

2. 電信自由化推動之後，因於種種客觀因素，仍然無法消除中華電信寡占電

信資源的局面，與日、韓甚至中國大陸等國在基礎電信服務已經形成有效

競爭相較，基礎電信資源寡占將影響我國網際網路應用與服務的長期發

展，政府與國會應該採取有效措施，徹底改善此一問題。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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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治國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毛治國 

 

三、現職： 

1. 交大經營管理研究所講座教授 

兼職： 

2.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理事長(2005~2007) 

3. 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理事長(2001~2004)，榮

譽理事長(2004~) 

4.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理事長(2000~2005) 

5.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理事長(1993~1997)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行政院顧問(92.2~92.7) 

2.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89.8~92.1) 

3. 交通部 常務次長（82.3~89.8） 

4. 交通部 高速鐵路工程籌備處 處長(80.9~82.3) 

5. 交通部 觀光局 局長(78.1~80.8) 

6. 交通部 主任秘書(76.7~77.12)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主導 TWNIC 順利轉型成為正式財團法人。 

2.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小組委員(83~88) 

3. 我國電信自由化政策之最主要規劃及推動者（政府體制下技術專長之最

高文官）。 

4. 推動中華電信轉型及 ADSL 快速階段發展之關鍵決策者。 

5. 我國電信、網路發展趨勢之代言人。 

6. 最有名的一句話是，「了解全局，把握重整」。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TWNIC 應作中文網際網路服務的領導者 

2. 促進寬頻網路的應用與推廣 

3. 促進 IPV6 的應用與推廣 

 

七、詳細簡歷 

民國 92 年 8 月–迄今：國立交通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 教授 

民國 92 年 2 月– 92 年 7 月：行政院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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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9 年 8 月- 92 年 1 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民國 83 年 9 月- 89 年 8 月：交通部 常務次長 

民國 83 年 5 月- 83 年 9 月：交通部 常務次長 兼民用航空局 局長 

民國 82 年 3 月- 83 年 4 月：交通部 常務次長 

民國 80 年 9 月- 82 年 3 月：交通部 高速鐵路工程籌備處 處長 

民國 78 年 1 月- 80 年 8 月：交通部 觀光局 局長 

民國 76 年 7 年- 77 年 12 月：交通部 主任秘書 

民國 73 年 7 月- 76 年 6 月：交通大學管理科學系 系主任/副教授/教授 

民國 71 年 10 月- 73 年 6 月：交通大學運輸工程與管理系 副教授 

民國 67 年 8 月- 71 年 10 月：美國 麻省理工學院 研究助理 

民國 65 年 1 月- 67 年 7 月：交通部 運輸計劃委員會 工程師/組長 

民國 62 年 9 月- 63 年 7 月：中華顧問工程司 工程師 

民國 61 年 1 月- 62 年 7 月：馬祖防衛司令部 北高指揮部 工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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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鄧添來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鄧添來 

 

三、現職：交通部郵電司司長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電信總局 副局長 

2. TWNIC 董事及網域名稱委員會 主任委員 

3. 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及廣播電台 審議委員 

4.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委員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我國電信自由化關鍵階段政府規範者（Regulator）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2. 交通部代表電信領域政府政策之主要執行者。 

3. TWNIC 網域名稱註冊管理政策之主要決策者。 

4. 推動及督導我國寬頻建設計畫。 

5. 制訂電視及廣播數位化傳輸標準。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電信、傳播及網路勢必結成多用用途的服務網，建議研發並鼔勵寬頻應

用，如家用保全、居家看護、遠距教學、網路電視等。 

2. 因應電子商務的發展，應制定完整的法規及管理機制，以確保交易安全

及金流、物流、資訊流上中下游分工之健全。 

3. 除應建立公平合理的競爭環境讓業者發揮創意外，宜減少數位落差，平

衡城鄉發展，照顧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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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凱聲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高凱聲 

 

三、主要經歷：  

1. 交通部電信總局 副局長（現職） 

2. 我國 ICANN（政府諮詢委員會）政府代表

3. 文化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研

究所博士（專長包括電信監理／電信經營與

管理／電信法規／管理經濟／財務管理、

(商學類經濟學)經濟理論、分析／計量經濟

／管制經濟） 

4. 成功大學電信研究所、國防管理決策所兼任

教授 

5. 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董事 

6. 交通部電信訓練所 主任講師兼召集人 

7. 台灣北區電信管理局 管理師 

8. 交通部電信總局 佐理 

 

二、照片：  

 

 

四、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我國電信自由化關鍵階段政府規範者（Regulator）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2. 國際網路社群 ICANN GAC、PTC、APEC TEL 等之我國政府代表。 

3. 電信總局代表電信領域政府政策之主要執行者。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數位化後業務匯流後網際網路的市場營運模式之建立。 

2. 資訊、電信及媒體業務匯流之競爭和監理機制。 

3. 網際網路發展要與世界同步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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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夏漢民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夏漢民 
 

三、現職： 
1.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董事長暨台灣國際

電子商務中心 
2. 2001 迄今 亞洲 PKI 中華台北推動委

員會召集人 
3. 2000 迄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

訊基本建設產業 發展協進會董事長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2000 台灣國際電子商務中心董事長 
2. 1996~2000 總統府國策顧問 

1993~1996 行政院政務委員(兼任行政院科技顧問組、 資訊發展推動

小組、南港經貿園區策畫推 行小組等單位召集人) 
3. 1988~1993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4. 1980~1988 國立成功大學校長 
5. 1979~1980 教育部常務次長 
6. 1977~1979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 

1972~1977 台灣省立高雄工業專科學校校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有遠見及時於擔任行政院政務委員兼科技顧問組召集人，成立跨部會 NII(國

家資訊基礎建設推動)小組，統籌 NII 整體推動工作，奠定我國 NII 發展架

構影響甚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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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李雪津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李雪津 
 

三、現職：行政院顧問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行政院新聞局副局長 

2. 行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執行秘書 

3. 行政院研考會資訊管理處處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在全球各國中，最早對於電子化政府進行全面規劃與建置，使我國電子

化政府成果居於全球領先位置，並對於我國全面資訊化與網路化產生積

極帶動與示範效應。具體效果包括『達成政府網網相連，簡化申辦流

程』，『促使各機關運用網路增進內外溝通效率』，『公文處理現代化，提

升時效與品質』，『普及網路使用，推動資訊下鄉，服務廣大民眾』；同

時在上述基礎以及網路應用日趨普及環境下，以電子化政府為基礎，全

面推動政府再造。 

2. 規劃建置電子化政府專用網路 GSN，以最有效的經費推動政府運作全面

網路化。建置電子化政府電子閘門子計畫，建立政府對民眾服務「一站

式服務」系統 

3. 在電子化政府與政府資訊系統中，積極導入資訊安全觀念，並於新聞局

副局長任內，由新聞局本身為先導單位，領先引進 ISO17799 資安認證，

為政府各資訊系統資安應用的示範 

4. 基於全面資訊化運作的需要，積極推動包括國民卡以及電子簽章法等安

全認證環境 

5. 於新聞局副局長任內，積極推動網際網路，電視/廣播，電信三網匯流

等新趨勢之發展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從電子化政府的推動經驗顯示，由於啟動的時間早，推動過程能夠累積

許多經驗、建立各種專業能力，其結果不但對於政府本身運作產生深遠

的效益，甚至是透過政府本身資訊化推動進而影響民間資訊暨網路應

用。與此同時，在電子化政府成效頻頻獲得國際好評情形下，國外友邦

人士，也對於電子化政府的經驗，深感興趣，尋求積極引進，甚至成為

政府外交工作的一個很大助力。因此政府施政如果能夠有前瞻性、長期

性的目標，甫之以堅定有效的長期執行力，不一定需要非常多的資源投

入，成效也能斐然，同時又能夠產生各種直接、間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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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傳播暨通訊委員會(NCC)」即將立法成立，數位匯流乃是全球的

一個新趨勢，當然也是各國進入新的競爭機會的起跑點。對於我國而

言，雖然「國家傳播暨通訊委員會」的部分功能是由目前的電信總局以

及新聞局廣播電視處組成。但在其細部組織與功能面，如有可能，應該

採取前瞻的規劃觀念，以因應數位匯流後的產業、社會、文化等等多種

層面的發展，以及提升國家競爭力的角度，設計 NCC 的組織功能，為

國家與社會的長遠發展奠定良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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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全德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何全德 
 

三、現職：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理

處處長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理處副處長 
2.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理處簡任高級分析師 
3.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理處科長 
4.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理處專員 
5.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約聘企畫員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行政院研考會資訊處負責我國 e-Government 相關計畫之推動，全力進行政

府 e 化活動，進而帶動我國網際網路應用之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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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林逢慶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林逢慶 

 

三、現職： 

行 政 院 政 務 委 員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五～七項最主要與網路相關之經歷） 

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行長、董事長  

2. 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委員  

3. 台北市政府 建設局局長(1994/12~1998/12)  

4. 台灣教授協會 會長(1994)  

5. 國立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 系主任、所長(1987~1990) 

6. 國立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1986~2000)  

7. 美國南加州大學電機系 訪問學者(1985)  

8. 國立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1981~1985) 

國立成功大學應用數學所 客座副教授(1979~1980)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於資策會執行長、董事長期間積極推動我國資訊軟體業以提升軟體競爭

力 

2. 於行政院政務委員期間，持續推動 e-Taiwan / m-Taiwan 及縮減數位落

差，加強資訊通訊安全等全面性工作，對我國網際網路之更進一步健全

發展，屈功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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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界（產）及資訊主要財團法人 

 

1.張來喜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張來喜 

 

三、現職： 

1. 中華電信公司 副總經理 

2. 中華電信數據(資料)通信分公司 經理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中華電信公司副總經理兼任數據通信分公司經理(94 年 4 月) 

2. 中華電信訓練所所長(91 年 5 月~94 年 4 月) 

3. 中華電信公司協理兼任數據通信分公司副經理(85 年 7 月~91 年 5 月) 

4. 交通部電信總局工務處副處長(83 年 7 月~85 年 7 月) 

5. 交通部數據通信所技術室主任(70 年 11 月~83 年 7 月)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規劃 HiNet「網際網路商用服務計畫」，開放全區撥接上網服務。 
於民國 82 年間，交通部數據通信所，規劃「網際網路商用服務計畫」，

提報交通部核准，並陸續於民國 83 年 4 月 1 日及民國 84 年 4 月 1 日，

分別正式開放 HiNet 試用及商用服務。成為我國第一家提供商用服務

ISP，將國內 Internet 技術由研究教學轉成商用服務，奠定國內 Internet
服務蓬勃發展之基礎。運用虛擬電子交換局概念，於 78 年間規劃建設

中文電傳視訊服務(CVS， Chinese Videotex Service)之全區統一撥號撥

接網路，提供股票市場即時行情等；並於民國 85 年 2 月規劃建設 412
全區統一撥號撥接網路，開放 HiNet 全區撥接上網服務(包括金門、馬

祖) ，迄今仍為國內唯一提供全區服務之商用 ISP 業者，讓全國民眾可

運用網際網路所帶來便捷、普及的資訊服務，縮短城鄉數位落差。 
2.  成立 TWIX，提供 ISP 互連服務。 

於民國 86 年 11 月 26 日，成立台灣網際網路交換中心(TWIX, TaiWan 
Internet eXchang)，提供國內各 ISP 直接互連環境，使國內 ISP 間訊務交

換不必再繞道美國，大幅提升我國網際網路之整體品質及使用效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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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為國內網際網路最主要訊務交換點之一。 
3. 開放 HiNet ADSL 寬頻上網服務，使我國網際網路邁入新紀元。 

於民國 88 年 12 月，開放 HiNet ADSL 寬頻上網服務，民眾以 512K/64K
連接 HiNet 上網，開啟一般家庭普及寬頻上網之先端，使我國網際網路

正式邁入寬頻新紀元。 
陸續加速建設 ADSL 寬頻接取網路，擴充國內骨幹網路及國際連網之頻

寬，奠定我國寬頻網路發展之基礎，並名列全球寬頻普及率領先群。 
4. 協助 TANET 提供全國中小學 ADSL 寬頻上網服務；建設 GSN 網路，

協助行政院研考會，提供政府機關專用網際網路服務。 
 建設 ATM 網路，協助 TANET，於民國 87 年 6 月，提供全國中小學校

ADSL 寬頻上網服務，並提供 ADSL 寬頻骨幹網路 ISP 介接環境。 
於民國 86 年 6 月起，協助行政院研考會，規劃建設政府網際服務網(GSN,
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提供各項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服
務，並於民國 90 年，陸續建設 GSN 之 ADSL 寬頻接取網路及骨幹網路。

5. 開放 HiNet IPv6 試用服務。 
於民國 90 年 4 月 1 日，開放 HiNet IPv6 試用，為國內第一家提供 IPv6
服務之 ISP 業者，且併列為少數提供 IPv6 環境先進國家之林，為我國

進入下一代 Internet 預作準備。 

六、對我國寬頻網路發展之建議: 

1. 善用寬頻網路普及優勢，促進數位內容產業發展 

國內寬頻上網普及率甚高，且頻寬持續提升，宜利用此優勢寬頻環境，

帶動國內數位內容產業發展，建議政府研擬短、中、長期策略，結合產、

官、學力量，鼓勵業者積極投入。 

2. 積極發展寬頻行動上網(Mobile Internet) 

       國內 ADSL 寬頻市場接近飽和，用戶也充分體認寬頻上網之便捷性，應

結合無線與寬頻優異性能，積極發展寬頻行動上網，不僅可創造國內網

際網路新的成長契機，且可為國內 WISP 與 3G 電信業者，數位內容及手

持設備製造業者營造有利發展環境。 

  3. 健全電子商務發展機制 

       寬頻上網普及已催化網路行銷、網路拍賣、及網路購物等服務在國內快

速發展中，宜利用此成長趨勢從政府法規面、業者上下游(包含供應鏈、

金流及物流等)及消費者等層面，發展一套完整之標準作業機制，使我國

電子商務具備健全體質以帶動經濟發展。 

4. 拓展海外服務 

結合台商業務發展及海外華僑對國內資訊之需求，拓展網路及華文內容

服務至包括美國、大陸、香港及新加坡等海外華人聚集區，鞏固我國在

全球網際網路之區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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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奎璧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許奎璧 

 

三、現職： 

1. 大州數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 經貿數位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交通部數據通信所企畫室主任 

2. 交通部數據通信所副所長 

3. 中華電信公司數據分公司副經理 

4. 中華電信公司數據分公司經理 

5. 中華電信公司副總經理 

6. 台灣網際網路協會理事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大量建設 HiNet 門號，並提升上網速率，頻寬由撥接窄頻提升到 ADSL

寬頻 

2. 積極建設 HiNet 國內骨幹網路 

3. 二、大量擴充 HiNet 對國外之國際頻寬 

4. 建設 IDC，提供國內資訊提供者（ICP）高品質的主機代管服務 

5. 協助政府建置及維運「政府網際服務網」(GSN)  

6. 協助整府推動各項 e 化，如中小學寬頻上網等 

7. 創辦 HiNet 網路遊戲大賽，扶植國內 ICP 產業 

8. 推動成立台灣網際網路協會，並擔任第一任理事長，服務國內業者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提升用戶上網頻寬，推廣影音媒體 

2. 加強網路安全及保密，推動電子商務金流，如電子帳單繳費等 

3. 政府訂定優惠措施，積極扶植國內 ICP 業者，使台灣成為全世界華文媒

體中心 

 

 



 

131 

3.程嘉君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程嘉君 

 

三、現職： 

1. 數位聯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Seednet) 總經理

2. 數位互動行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 台灣網際網路協會(TWIA)理事長 

4. 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董事 

5. 台北市電腦公會理事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資訊工業策進會 網路事業群總經理(1995.7~1998.8) 

2. 資訊工業策進會 推廣服務處處長(1989.9~1995.7) 

3. 資訊工業策進會 資訊市場情報中心主任(1987.6~1989.9) 

4. 資訊工業資策會 策劃研究中心規劃師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網路發展初期，建立資策會網路事業群並奠定後來成功轉型為數為聯合

公司。 

2. 帶領民間 ISP 業者，衝鋒陷陣於固網與 ICP 加值服務業者間，經常提出

諸多建言，為民間 ISP 業者之代言人角色。 

3. 於我國網際網路關鍵發展期間，義務協助 TWNIC 網域名稱註冊管理及

服務，另亦對我國網路發展過程之技術引領及制度建立提供諸多協助。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排除一切障礙，建立電信第一、二類業者真正良性競爭之發展環境。 

2. 加值服務業者（內容產業）益形重要，儘速建立健全數位內容發展環境。 

3. 電信相關法規應有前瞻性以因應網際網路技術之快速發展。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132 

4.張善政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張善政 

 

三、現職： 

1. 宏碁電子化資訊管理中心（Acer eDC）  

副總經理 

2. 宏碁電子化服務事業群 副總經理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五～七項最主要與網路相關之經歷） 

1. 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主任 

2. TWNIC 運作委員會網路互連推動組 召集人 

3. 國科會企劃考核處 處長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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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吳國維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吳國維 

三、現職： 

1.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 執行長 

2. 亞太網路資訊中心（APNIC）理事 

3. TWNIC 董事 

4. ICANN 亞太地區 ALS 負責人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宏碁公司產品價值創新中心 副總經理 2000-2003 

2. 蕃薯藤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 1998-2000 

3. 行政院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副主任 1990-1998 

4. 美國克雷研發公司資深工程師 1984-1990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1992 年在任職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副主任時，與教育部電算中心規劃台灣

學術網路架構、建置與運作 

2. 1995 年在任職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副主任時，與國立交通大學共同主辦

TANET＇95，第一次在在台灣網路研討會上，廣泛地討論網路對社會、

經濟、政治、教育、法律、電子商務、電信之影響（超過二千人參與會

議）。 

3. 1999 年三月代表台灣出席 ICANN GAC 新加坡會議 

4. 1999 年三月在亞太區會員投票支持下當選 APNIC EC 並連續當選四屆。 

5. 協助爭取 2001 年 APNIC 年會在台灣舉行（黃勝雄成為 ICANN ASO 亞太

區委員之一）。 

6. 協助國內電子商務廠商處理發票寄送問題，以強化產業競爭力 

7. 長期代表台灣參與全球網路相關活動 

 

六、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台灣電子商務產業在亞太區具有競爭優勢，政府應該在瞭解實際狀況，

尤其是國際發展趨勢，進而提供政策配合（經常只是法規認定與調整，

而不是經費的配合。政府經費配合經常破壞正常市場機制之運作），而學

界在協助或介入政府政策規劃時，應該先檢討自己所提之意見是否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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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理論，還是理論與實際的合理認知。 

2. 政府在規劃未來通訊與網路市場機制，務必透過充足討論，再擬定計畫。

避免在短期或資訊不充足狀態下做成政策與預算之規劃，不止扭曲市場

機制，浪費政府預算，更可能讓台灣未來通訊與網路發展造成不必要的

困擾。 

3. 參與國際活動，不只是參與，同時務必有見解，並透過討論溝通，以最

合宜的情況發言。在提出見解時，更應準備充足資料、數據，考量整體

利益，才能讓見解被接受，發揮效益。在國際交流與溝通務必瞭解意見

之折衝、協調是必然的。 

4. 我國真正參與貢獻 Internet 事物的人，應該得到更多重視，每一位長期參

與 Internet 事務的人本來就很少，而且都是長期付出很多額外心力，相關

單位例如 TWNIC、國科會、經濟部、教育部、中研院等應更加重視。 

5. TWNIC 董監事會組成份子，應加具有代表性，代表網路界各階層之人員，

不僅只是 ISP，應逐漸加入 ICP、法律專家、資安專家等。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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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黃勝雄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黃勝雄 

 

三、現職： 

1. 易快購公司執行長 

2. 中研院計算中心顧問 

3. ICANN ASO Concil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ICANN RIC 委員會委員 (Registry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 

2. PIR 董事 (.org Registry, 董事暨亞太區代表) 

3. ICANN ASO Co-Chair(ICANN 位址委員會副主席; 亞太區代表) 

4. APNIC Policy SIG Chair (APNIC 政策 SIG 主席) 

5. RFC3743 Co-Author (網際網路標準 RFC3743 作者) 

6. IETF SIREN 技術委員會委員 

7. JET Co-Chair (中日韓域名技術組織主席) 

8. TWNIC IP 委員會委員 

9. ISOC 台灣分會常務理事 

10. 數位台灣 e-Taiwan 計畫審查委員  

11. 電子化政府計劃委員 

12. 教育部提升中小學資通安全環境計畫主持人 

四、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黃先生對我國網際網路貢獻簡述如下 

1. 代表台灣及亞洲擔任 ICANN 位址委員會委員 

2. 代表台灣及亞洲擔任 PIR (.ORG 頂級域名註冊組織)董事 

3. 代表台灣籌組中日韓域名工程組織(JET : Joint Engineering Team)並擔任

主席 

4. 代表台灣與中日韓共同發表網際網路標準 (RFC3743) 

5. 協助政府電子化政策制定與推動 (電子化政府委員) 

6. 協助政府國家型資訊計劃的推動 (e-Taiwan 計畫審查委員) 

 

黃先生長期參與網際網路相關組織，包含網路組織的建立、技術研發及政

策制定等。曾多次代表亞太地區或台灣參與國際性網際網路會議，對於亞

太地區的網際網路發展有卓越貢獻。在通訊技術上，黃先生參與多次 I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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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並主持亞太區 JET 會議，對於通訊協定的發展，尤其是 IDN 技術的發

展貢獻卓越。與中日韓共同發表 IETF RFC3743 電信標準。在國際組織管理

上，黃先生擔任 ICANN 位址委員會代主席，為國際 IP 位址政策訂定了一 

致性的標準，黃先生同時擔任 PIR (.org 頂級域名註冊組織)董事，對於國

際組織資源管理與政策擬定也有重要貢獻，也讓國際網路組織了解台灣能

對國際社會有正面而顯著的貢獻。在台灣政府而言，黃先生擔任 e-Taiwan

計畫審查委員, 電子化政府委員及若干國家型資訊計劃委員，將其專業知識

與技能充分回饋於台灣。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建議：  

1. e 化學習提供 e 化學習的環境, 提供不間斷學習空間。網路學習已成為

未來教育不可或缺的一環。 

2. 創新與應用輔導產業應用 e 化科技加強產業競爭優勢, 鼓勵創新應用

服務提昇產業價值。 

3. 參與及貢獻參與國際網路組織, 貢獻台灣能量, 共同創造更優質網路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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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正然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陳正然 

 

三、主要經歷：  

1. 蕃薯藤數位科技中心執行長 

2. 開拓文教基金會執行長 1994 

3. 無花果台灣文化資料中心 秘書長 1989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959 年出生，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洛杉磯 UCLA 社會學博士班肄業，

1989 年設立「無花果台灣文化資料中心」並擔任秘書長，並曾於輔英技術

學院、台灣神學院講授社會學，1994 年擔任開拓文教基金會執行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陳正然是台灣網路發展史的先驅者及見證者，自 1994 年 11 月起蕃薯藤工

作小組便開始運用網路資源，協助社會公益團體傳播理想、推動改革，1998

年更帶領蕃薯藤轉型商業化，同年陳正然獲頒『行政院 1998 年傑出資訊人

才獎』，並獲得天下雜誌選為『影響 200，飛越 2000』人物。未來將引領擁

有品牌與技術的蕃薯藤朝「華文世界第一站」的目標邁進。 

 

＊訪談資料，詳見本章第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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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呂學錦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  關鍵人物資料表  

一、姓名：呂學錦 
 

三、現職：中華電信公司 總經理 
 

二、照片： 

 

四、主要經歷：  
1. 交通部郵電司 司長 

2. 交通部電信研究所 所長 

3. 交通部電信總局 副局長 

 
五、對我國網際網路之貢獻： 

    1. 我國電信自由化及 Interent 發展過程，在中華電信扮演關鍵性角色。 

    2. 高階主管，積極改善中華電信組織服務品質，塑造中華電信一流服務形

象，徹底改變一般人對中華電信之觀感。 

3. 中華電信擔負建設台灣成為資訊基礎設施最健全的亞洲國家之一，至目

前為止算是甚為成功。 

    4.中華電信經歷民營化之艱辛過程，仍迄立堅持其理念，是我國網路發展過

程中，電信業者參與大小戰役能全盤掌控及推動之最佳見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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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鍵人物訪談錄音彙整 

 
被訪談人：曾 董事長 憲雄（TWNIC） 
訪談時間：2005年 9 月 16 日                  訪談地點：TWNIC辦公室 
訪談人：陳文生、翁秋平   
 

1.您從教育部電算中心、電腦學會 TWNIC、財團法人 TWNIC， 一路走來之心

路歷程，酸甜苦辣，最值得您驕傲、記憶的是哪一件(一些)事？有沒有您覺得

挫折的地方？ 
 
曾董事長回想起過去在教育部與 TWINC 的那段歷程，在這段期間完成了許多

重大的事，像以前在教育部時 TANet 獨大，TANet 並沒有擴大自己的權力，享

受自己的權力，而不去讓大家一起來成長，反而去扶持政府單位、ISP(Hinet、
Seednet)、民間單位，主動讓它們連接到 TANet 網路，希望台灣的網路能夠更

建全，至少這個無私的理念就贏別人很多。TANet 扮演推動的角色，算是一個

無本生意提供網路基礎建設的策略，早期的資源尚未到位，對 Internet 要投入

什麼也不清楚，只想到要如何去應用，早期連編金費預算、骨幹線路費用都沒

有。TANet 讓整個業務單位知道自己的職責，享受過程的成果，整合高階層各

單位資源、獲得支持、共同參與，是很重要的因素，這樣的精神也是最值大家

回味的。曾董事長談其時當時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理想，因此能夠取得各單為

的信任，沒有分彼此共同有個目標，共相盛舉完成了一個機制，是一件蠻快樂

的回憶。  
 
TANet 提出 TWNIC 三階段輕型構想，曾董事長回想起當初的那段路真是艱苦，

包括說服很多人到電腦協會接手、到收費爭議、法人化等問題。不過，曾董事

長有個觀念認為 Internet 精神，不是特定人可以主導的，早期在做比較主觀，

從學界的角度思考，為了要快而忽略了政府、民間的參與，像早期的電信總局、

數據所對 Internet 是非常陌生的，但不能如此而犧牲了它們，也因為理念不同

而有所爭執，還好經過大家共同參與討論，把一些理論講出來，取得共識一同

來解決問題，所以 TWINC 的架構才能一直維持運做下去，其後 TWINC 協助

推動成立 TWIA，讓民間 ISP 也能產生意見交流的凝聚點，實質產生重要的影

響。曾董事長背後的一種堅持、理念，一路過來沒有走冤枉路，曾董事長談到

過去人認為 Internet 應該是自由的不受政府的干擾，但當初堅持與政府各方利

害關係人、民間基礎取得平衡的策略是正確的，與世界潮流能夠接續。 
 
2.您知道教育部電算中心、NCHC、中研院電算中心三單位間之關係及彼此間

協調不是很順暢。今天四月 TANet 網路終於使用 TWAREN 為骨幹，您對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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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網路未來之發展及期望有何看法？ 
 
曾董事長談到大家都看到外顯的基礎建設，容易贏得掌聲、美光燈的部分，大

家搶的做，所以發生衝突，隱含在內部的應用、服務、管理，配套措施也是很

重要的，其實範圍是很廣大的。曾董事長談到 TANet 更進一步的法人化的建議

構想，讓整個決策的機制透明，讓監督管理者可以進入，讓幾個大的縣市網中

心，可以共同參與。其時頻寬不代表 everything，沒有頻寬什麼是都不能做，

但有了頻寬不代表什麼是都能做，不應該只以骨幹做好就認為有很大的成就，

境界需要再高一點，去分工合作，擴大格局來看事情。 
 
3.TWIX 當初由 TWNIC 實驗計畫下互連小組之召集人張善政召集，到後來演變

至今 IX 環境不甚健全，TWNIC 在您主持之下 IX 計畫也已經向 DGT 做過簡報， 
您認為未來 IX 環境要如何健全發展？ 
 
不能說 TWIX 在 HiNet 就不對，這是不恰當的，只是以當時的時空背景，固網

較大的就只有 HiNet，選擇性並不多。另一個關鍵，轉型過程太辛苦，單位如

本身力量太小，所謂公平公正的影響力不大，造成 IX 現今的情況，但 TWIX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曾董事長談到最近電信互連的修正草案，已反應到包

括：private peering、傳輸與收費要透明化、透過門檻機制來管制，而經營 IX
公司/法人應遵循的權利、義務該如何進行，也像電信總局提出意見，在修法過

程中加入，希望未來朝向正面的方向發展。 
曾董事長談到說這個問題引申到台灣 Internet 的產業發展，不能造就出只剩壟

斷唯一的 Access 服務商，而使得讓 Application provider 之產業，必需只能依附

在此獨大的 Access 廠商之下，各方面受到金錢上的控制，不能有獨立發揮創意

空間，服務與應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不能老是從頻寬的角度看問題，曾董事

長看出了此問題，也希望 IX 能有個好的方法可以解決。 
 
4.TWNIC 與政府之關係及未來走向為何？ 
 
曾董事長強調還是以 balance 角度，政府不應該過於管制 TWNIC，能夠讓民間

的 ISP、使用者、學者多多共同參與，曾董事長一直貫徹這的精神，也建立了

很好的基礎，比較符合公立法人 NGO/NPO 的精神，這才是法人的理念。曾董

事長背後的理論基礎是 balance 且是在使用者身上，使用者改變當然要有代表

性，TWIA 勢必要擴充它的組織，使之能長期代表網路創新與產業之角色，未

來 Mibile 業者進入 TWIA 如果不具代表性，仍然無法 balance，什麼人使用就

須要有那些人的聲音，才是符合最基本面的問題，TWNIC 才能取得公信力、

受到信任、社群服務，如 TWNIC 喪失理念，即有可能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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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如果要對我國網際網路未來發展方向提出建言，擇最重要三項建議為何？ 
  
第一，整個 Internet 發展中的競爭機制，政府和民間的部分要取得 balance，在

Internet 提供服務必需要把它解構，到底是屬於上游、中游、下游，使它有個良

性的競爭環境產生出來，不要把它變成一個很高的門檻，必須依附在這個媒體

之下。 
第二，就如之前所提到的，網路基礎建設並不是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方

法，對網路基礎建設也太過於狹隘，只局限在頻寬、骨幹上面，在管理面、在

整個維運應用服務分層方面，境界可以再提升一點。 
第三，Internet 未來的發展，其實可以回歸到自動化、電腦化，將這兩者做一個

連接。過去常常比這兩者分成兩件事在進行，譬如：校務、電腦化系統、公司

內部的管理系統，並沒有把跟 Internet 相關的整個事情做結合，造成資源重複

配置的問題，怎麼將 Internet 與 Intrant 做個結合，是產業發展必然的趨勢。 
 
最後問到將來 NCC 成立後，TWNIC 與之的互動關係將如何，曾董事長談到，

NCC 成立之後，TWNIC 可能會歸屬在 NCC 之下，有些部分像：廣播視訊業者

/Internet 整合/Security，可能是 NCC 的管轄範圍。其實 TWNIC 只是個名詞，

未必要跟其它國家一樣，把我們界定在單純的 Doman name 跟 IP 身上，除此之

外就沒有了，TWNIC 還有一個重要的使命，是促進 Internet 發展，將在政策面

功能加強。曾董事長對 TWNIC 未來的期許，認為我們做為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其實還有許多再發展的空間，可將這一些資料做分析、知識管理、決

策支援等，提供給大家做政策或各方面的參考，不要把自己局限起來，除非有

別人做的比我們更好，不然 TWNIC 就有這個使命來完成這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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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談人：張校長 進福（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校長） 

訪談時間：2005 年 08 月 19 日 10:00~11:30    訪談地點：仁愛福華二樓咖啡廳 

訪談人：陳文生 

 

首先恭喜校長最近喜事連連（爭取到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及大學評鑑公布

成績甚佳），校長說做每一件事情他都全力投入啦。然後校長大致流覽了一下

今天事先準備的訪問題綱，當看到教育部電算中心（MOECC）、國科會國網中

心（NCHC）、中研院計算中心（ASCC）三單位過去協調不甚順暢的問題時，

開玩笑說這三單位競爭合作向來如此。然後校長聽說最近MOECC郭耀煌主任有

在協調時，校長覺得很好，但三單位的協調有些時候還需勞動更高階的人。校

長談起一些作事情的方法很值得一提，譬如心胸開闊、無私心、多聽人家想法，

然後一起試試看，他說過去也是常有人來找他談一些事情，有時候也有一些壓

力，但聽了以後，雖然不能保證可以幫得上忙，但總是說試試看（give me a trial），

有些事情也就這樣促成了。 

 

從1985~1986年代的校園網路發展歷史談起，當時從台大電機系借調至教育

部科技顧問室，他是有科技顧問室主任以來第四位，而且是專職，他也談到近

來顧問室主任改為兼任，事情很多不容易全神投入，要專職常在，才是priority 

job。他現在是暨南大學校長，但仍需要找時間進京參與相關工作，為的是要替

暨大爭取較佳的研究資源，另外他現在也是國科會國家型電信計畫總主持人，

也因此看到另一些東西，這些對治理學校都非常有幫助。任何事情的推動通常

都不只靠一個人的概念來進行，當時有很多人來科技顧問室提校園網路計畫，

包括郭德盛教授、陳文村教授等。當時科技顧問室最重要的功能是有新的事務、

想法、建議時，可以編預算，預算有了就可以做一些創新性的業務。作主管的

責任就是心胸開闊、找尋創意，校園網路計畫就是在時代機緣上，在他手上推

動，可是校長謙稱不是只有他一個人推動，他特別提到余政光主任的協助。當

時另一值得校長驕傲的是，正值教育預算需達憲法15%要求，當交給下一任魏哲

和主任時，顧問室預算每年達12.5億元，算是科技顧問室歷史上預算的尖峰。當

校園網路起來、TANet骨幹起來後，影響甚至到學生家裡，校園網路確實是起了

關鍵性的帶動作用。當時校園網路之建設經費，因為學校數眾多，也是分二階

段編列，補助幾乎包括了所有國立大學。 

 

校長回顧當初校園以太網路技術到今日無線網路的蓬勃發展，他到暨大後

有了構建校園無（限）線學習環境的諸多創意點子。他談到在離開國科會後，

把一些基本功找回來的歷程，包括親自處理email、自己用電腦寫作、移動中自

己常在黑頭車內看公文、及隨打短文等。張校長至暨大有每天晨走的習慣，他

有時候也會找一位主管一起走校園一圈，計中主任是常客，校園公文傳閱、網

路報名、無線網路、教學示範、構建無縫隙學習環境等都是這樣產生後實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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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學校現在正構思購買一些PDA-Type手機讓學生使用，有時Notebook（NB）

都仍嫌太重，學生都不願意背，NB或許可以由圖書館借給學生，透過校園無線

上網。任何應用只要與生活、學習方便結合在一起，就會用。如台北捷運優遊

卡，會很快滲透到每一個地方。學校正構思一卡到底，可以吃飯、買書、買飲

料、教務處繳錢等。張校長非常強調創意的重要，他舉例說Webmail取代outlook

讀email就是跟到兒的隨身工具，對旅行及換用電腦，都時絕佳之創意。 

 

接下來談到國科會高速計算中心之緣起，當時是他在科技顧問室晚期，

MOECC也提供一些高速運算設備，國科會鄧啟福（工程處）處長由於考量Science 

Community需要某些研究環境需求，也曾來部協調，由於國科會是一個科學研究

支持者的單位，功能比較明確，而MOECC基本是一個行政單位，施展空間比較

侷限，當年MOECC是比較有意見（有一點侵犯原來業務功能），他倒是樂觀其

成。後來NCHC成立，張善政教授去當主任，當時校長就曾說過：「NCHC如果

只是扮演高速計算角色，總有一天會關門」，高速計算用戶不多，就像是去蓋

高爾夫球場，而不是去蓋到處都是的籃球場，客源有限。因此網路服務是必須

要做的業務。因此當Internet2出現時及後來張善政轉到國科會當企畫處處長，當

時NCHC、MOECC、ASCC這幾個單位，哪一個單位比較有有企圖心，就會提一

些點子來做，張善政push TANet提升國外連線至T3，經費由三單位來共同分攤之

協調，正是在國科會由副主委（校長當時為副主委）主持之會議決定。MOECC

當時有點像趕鴨子上架配合而已。從那時候開始，國科會總是想另闢一條高速

研究網路與TANet區隔（太混雜），雖然研究網路需要多少頻寬，研究人員總是

有一些迷失，總是認為環境不夠成熟，導致killer application起不來。國科會另闢

一條高速研究網路與TANet區隔，倒不一定是要搶TANet客源，如果研究人員認

為好用，就會過來用，雖然很困難的是研究網路實在是太單純了（太不豐富化

了，沒有辦法連到.com，就不精彩了），不容易推廣。可是這也是後來NCHC招

牌更名為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將網路擺在前面的原因。MOECC、NCHC

及ASCC如何來互補，是大家需要共同面對、識大體來討論的事，如果組織改組

國科會被教育部併吞了，哪也可以自然解決，雖然如此，似缺乏三單位高層間

之協調機制，如果未來仍持續更為嚴重，或許未來會有更好的安排。另外談到

當時高速電腦中心為甚麼落腳於新竹科學園區，提到國科會當時另設國家地震

中心於台大，或許就把高速電腦中心設於新竹的原因之一。 

 

他提到於科技顧問室時推動電機、電子系所電腦補助、重要科技系所教師

員額增加計畫等，都是大公無私，每一個學校都一視同仁的經驗。當時幾乎每

一個學校都要設超級電腦，台大買第一部，當時顧問室也很為難，因為主計處

有意見等等過往歷史。 

 

談到網路的發展，另一種思維是做DataComm、做Computing的人，總是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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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毫無障礙、不需付錢的環境，對末端的用戶而言，付費是沒有感覺的（事

實上錢是別人付掉了，是大鍋飯），TeleComm 就不一樣想法了。這也是為甚麼

DataComm的人一直push Wi-Fi、Wi-Max，認為是break up TeleComm文化的路徑，

如果Wi-Max把最後一哩解決，就可以Free-Access了。如果送一個email一元，查

一個webpage一元，個別計費對應用開發是一種傷害，可是卻能避免abuse，像今

早打開 email，有65封，其中63封是垃圾郵件（人工智慧或許是一種未來解決的

辦法）。 

 

技術一直在進步，頻寬一直在擴充，最後一哩遲早會透過有線、無線方式

完成。有線如光纖到家、ADSL到家等，無線Wi-Max如果普及後，如高速鐵路、

高速遊覽車都可以很方便上網，因此在便利、需要、環境成熟等考量下，網路

技術正朝寬頻、無線、移動三大向大幅邁進。電信國家型計畫，最近八、九個

月幾乎都在談無線，再談4G，雖然國內3G剛開台，4G要到2010年標準才會完成，

仍延續3G走向，移動速度可達350km，速率可達1Gbps（3G移動時頻寬為384kbps，

靜止時為2Mbps），只是不知到時候是否可以做的到。Wi-Max則是另一個關鍵，

如果Wi-Max成功，4G可能即變的不重要。最近孔祥重院士push Wi-Max很用力，

push DGT開放頻普，國內計畫進度是2007年底能做出Wi-Max Chipset，進度很緊。

無線是政府2008年第三兆產業之核心，Wi-Max是一個絕佳之機會。雙網部分則

似乎有些停滯，電源（Power Consumption）及整體配合環境仍不甚成熟。 

 

緊接著談到NII扮演協調性角色功能及每一階段關鍵性人物之特徵，當初NII

楊世緘政委push中華電信寬頻上網降價，達成300萬人上網目標等，另如借由張

善政主任積極任事之例子，強調具有侵略性（企圖心）性格之重要性。一項業

務之普及，他常講「買兩份報紙的錢」的故事，如ADSL要普及最好每月約600~700

元，就會成功，未來的3G/4G都是如此。在校長任國科會副主委後期，即在談國

科會計畫申請審查e化的構想，先完成計畫線上送件（初期尚未線上審查），後

來完成線上審查，目前是我國非常成功應用的一個實例。 

 

最後有一些經驗可能與網路發展史無關，但也非常值得在此一提。校長提

到最近全力投入學校教學卓越計畫，激勵學校年輕教師參與凝聚向心力之例

子，包括除夕坐捷運至士林站與老師見面一談兩個小時、偏遠學校人力單薄、

初到學校不同文化、首長需要有戰功、不要有私心才能贏得大家信任、浪漫之

前先贏得別人信任、用心且有些看法、外面拿資源進來等點滴在心頭的過程。

校張自稱工作狂熱份子，常以「工作常在我心，常會有創意，每天只要有空檔，

工作就會飄進來，你就會去想，然後就會有創意」，有時甚至成為「工作恐怖

份子」，在校長用心的領導下，使這個經過921地震摧殘的學校，在卓越計畫及

大學評鑑成果出爐後，重新燃起學校師生的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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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訪談曾教授 黎明 (中央大學資工系教授) 

訪談時間：2005 年 08 月 04 日 14:00~17:30  訪談地點：中央大學電算中心會議室 

訪談人：陳文生 

 

最早在 1977～1978 年間，清華大學管策所所長李家同說服李國鼎和中研院

做 PDP-11，在此之後召集推動了 Compiler 研討會與作業系統研討會，台、清、

交、成四校負責開始進行作業系統有關計畫。李家同當時其中一個計畫是與交

通大學的杜敏文用 PDP-11 兩個 node 做網路連線，曾教授敘述說李家同所說的

話：「我就拿起電話，然後通知杜敏文教授我現在有一個檔案資料要傳送，然

後請他上終端機準備好，等他回答我好了之後，我就將檔案傳送給他。」曾教

授表示說其實早在這之前，成大微算機實驗室早已用 RS232 介面用 PIP 指令成

功連接兩台微電腦，但李家同算是完成了國內最早有計畫性的迷你電腦連線。 

 

此後在 1978.1979 年，交大鐘乾揆教授負責規劃 MITOS 計畫做 PDP-11 的

OS，此時 VAX 780 迷你電腦剛好出來，PDP-11 也在此正式停產，而計畫由

PDP-11 CPU 撤退改為 80286 micro processor CPU，整個計畫從規劃到由工研院

電子所來實作總共長達四年。當年清華大學陳文村教授買進台灣最早第一套

Ethernet 3M bps，來配合清華的四台 PDP-34~70。另外，科學園區也開始興建，

園區使用 Wang Net Cable Modem 的方式，但裡面有光纖，算是台灣第一套光纖

網路進駐科學園區，清華、交大拉 Ethernet 3M bps 光纖，透過終端機連接到

Wang Net 科學園區中，清、交有了全國最早的校園網路，是十二大國家建設

之一，也實現了李家同當初與交大杜敏文的對話。 

 

到了 1980~1984 年，台、清、交、成正在做主機與終端機之間連線的問題，

而清、交的解決方法是進口 PDP-11 的 Austic couple dial-up modem，成大的王

惠然教授用微電腦與專線 modem 終端機控制器(Terminal Cluster Controller)，在

1980 年擁有全台灣國立大學最多終端機 134 台。曾教授回憶為什麼台灣會做

終端機，主要原因是至 1974 年台灣因為外銷的電視機的市場消失後，國科會

主委徐賢修認為台灣要想辦法發展終端機外銷，這也是我國資訊工業的緣起，

當年成大教授孔令洋研發中文顯示幕，做出了最早的 CRT 顯示幕，國內開使

舉辦 ICS、NCS 研討會，而台大做中文輸入與大鍵盤，全國各大學都投入研發

終端機，因此國內終端機成功的替代國外進口，而終端機控制器(Terminal 

Cluster Controller)的製作，也造就後來的終端機網路。 

 

由於終端機網路的興起，所有的國立大學電算中心使用 Cyber 主機，而所

有的電機系大都有一部 VAX 780 做研究，到 1987 年張進福教授在教育部做科

技顧問室主任的時候，發現台大、中央沒有校園網路，為了讓所有國立大學都

有校園網路，訂定了三年第一階段校園路發展計劃，只補助台大、中央、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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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清華、交大因有十二大建設不列入其內，至後來台大建立了樓跟樓的校

園網路，樓內使用終端機的方式，中央除了建樓與樓外之外，還有做樓內，採

用 PC LAN 的方式，也因此乙太網路(Ethernet)也得以發展起來。 

 

曾教授談到採用 PC LAN 中間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PC，最早是 1982 年的時

候 IBM 做 PC，至 1983 年工研院也開發出精業 2100 PC TX，商用的五大套裝

軟體(Big-5)也因此產生，為了推動國產 PC，教育部規定各大學需成立電腦中

心，1984 年中央大學被指派購入精業 2100 PC TX，由於工研院所研發的 PC 是

不相容的主機板而最後慘遭失敗，隔一個學期 1984 年末時，曾教授重新招標

規格要求為 IBM 相容 PC，因為當時沒人知到什麼叫做相容，曾教授為設立一

間電腦中心教室，還必須協助地下工廠製作相容主機板，至 1985 年成功研發

成功相容性 PC 外銷出國。1986 年工研院捲土重來與宏碁合作做出 PC-AT 與

CCPM86，國橋做出中文 PC 版 MSDOS，此時台灣電通所也做出 Ethernet 相容

介面卡，PC LAN 的時代就此產生。 

 

到 1990 年，清、交認為不公平而有教育部第二階段的全國十二所大學校園

網路建設計畫，國網中心也在此年成立，那時候台大電算中心主任郭德盛買了

Cary，想成為超級電腦中心，由張善政帶隊到國外受訓。另一方面，教育部電

算中心余政光主任爭取到行政院核定教育部電算中心為國家高速電腦中心，預

計購買 IBM 3090，但遭清華大學校長李家同告狀，教育部電算中心不可當國

家高速電腦中心，認為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應該是來支援研究用，應由學術單位

來經營。在多方爭奪之下，國科會副主委鄧啟福決定國家高速電腦中心要設立

在科學園區，引來一陣譁然，卻也是最後國網中心落角新竹科學園區之臨門一

腳。 

 

曾教授談到 TANet 的由來說，當時經濟部收到美國商務部的要求，台灣要

跟美國買超級電腦，將來要擴充網路的使用單位需徵求美國同意。行政院主計

處電子中心人員詢曾教授說可不可以在高速電腦中心蓋好前，先完成國立大學

的網路，曾教授認為當然沒問題，不如找教育部電算中心來做，將原本要買

IBM 3090 預算的錢先拿來做網路，也才有今天的 TANet。 

 

在一次高速電腦中心會議中，電信研究所薛紀建所長表示說繼續用 X.25 

9.6K 網路，南部大學表示不滿，認為這種速度已不符合須求，曾教授提出要

求改用 T1 1.544M 中繼線。另一方面，鄧啟福提出可採用微波中繼，T1 無線

電波的方式，不論如何都必須採用 T1，在國科會中薛所長代表電信研究所回

應說，T1 是交換機與交換機中繼用非常貴，是屬於專線要算長途費用，也才

會有 T1 專線索費的天文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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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年資策 Seed 四年計畫期間，是由黃維德擔任副執行長，其最大的貢獻

是成立金資中心，在當時遭遇到中文問題與網路交換問題，林真真總經理表示

中文問題無法解決，曾教授表示採用轉碼不是長久之計，當時 VAX 已引進到

台灣，VAX 8 bit 可以連網，中文 Big5 剛好是 8 bit，中文的終端機早就連可以

上網，所以曾教授在實驗室開始做中文的 Telent。另外在 PC LAN 的時代一直

有個困難，除了 MS-DOS 資策會不做、作業系統(OS)讓給 Microsoft 做之外，

當時做網路卡是 3M 版本相容網路卡，一直卡在要用何種驅動程式(driver)且需

要大量的金錢，而 Novell driver 免費，也是 Novell 興起的原因。曾教授談到 Public 

domain 的 Packet driver 加上國橋的中文 MS-DOS 和中央所改 NCSA 中文版

Telnet 三件軟體結合才產生中文 Telnet，當時教育部電算中心陳文生副主任向

曾教授表示必須開放大家使用，之後也才會有交大、中山接續修改。曾教授表

示 News 是比較言論自由化，但為什麼國內確會採用 BBS，那是因為 BBS 採用

帳號集中須註冊才能發言，萬一戒嚴不會有收不回來的危險，但也因此沒有商

業化發展，TANet 也開始普及起來。當時，中山大學陳年興教授開始做 Novell 

File Server 的 BBS，採用 Fidonet 90 網路，可以讓使用者用 dial-up 撥接進去。 

 

台灣第一個做 Web Server 的是不是蕃薯藤？曾教授回答說 Web Server 要分

做兩個階段，一開始在 CERN 是無圖形的 Text Mode，到後來才 MOSAIC 版本

才有圖形產生，台灣使用的是後來的 MOSAIC 版本，而炒熱起來 Web Server

的就是東南工專，因為註冊問題與國網中心發生衝突，所以說東南工專是第一

個努力跟國際關係進行合作，建立國外的第一張 URL 表，而蕃薯藤是第一個

商業化的 Web Server 入口網站。那麼第一個建立宿舍網路是那一個？曾教授回

答說，在 1990 年中央大學首次建立教職員宿舍網路之後，交通大學在 1992 年

4 月建立學生宿舍網路。 

 

曾教授後來談到 1992~1995 年，TANet 一直是由教育部負責，1995 年在中

央舉辦第一屆 TANet＇95 研討會，當時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副主任吳國維認為

國家高速網路應該由高速電腦中心負責，到 1996 年，國網中心擴大台灣學術

網路研討會，包括學術界、商業界、IHP 都參與研討會，為首屆台灣區網際網

路研討會，後來下一代網路 Internet II 也跟著產生。1999 年國家實驗網路(NBEN)

計畫用的是中華電信研究所的 ATM Switch，電信所所長王金土將 ATM Switch

送給各國立大學資訊所使用，希望 ATM Switch 取代 TANet 線路，但後來是失

敗，曾教授說王金土策略失敗，國立大學有錢怎麼會使用國產的產品，所以說

PC LAN 的成功不是從國立大學開始的，中央大學算是例外，PC 的成功也不是

國立大學，是在專科學校開始的。 

 

最後，曾教授總結台灣網際網路的發展，其實台灣與美國的發展甚為相似，也

是經過終端機網路時代到PC網路時代到網際網路時代(Internet)，台灣從早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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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腦，到台大、清華、交大、成功四大學做終端機，到後來的PC的興起與

網路時代，一路下來都是與資訊產業有很重要的密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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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訪談劉組長 大川 (交通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技術發展組 組長)                     

訪談時間：2005 年 9 月 16 日 (Email 及討論修正) 

訪談人：陳文生 

訪談重點： 

1. 台灣網路發展電信研究所在科學園區建立的大園區光纖網路 (FMAN) 意義

重大。  
2. 教育部顧問室補助各校購買工作站，讓各校由主機轉為工作站，大量採購競

爭讓台灣工作站市價從美國 1.8 倍降為 1.3 倍對網路發展、國內電腦中心

生態有重大影響。  
3. dos 版 NCSA telnet 中文化取代 wallongong 等付費程式，對網路發展有重

大意義。 
此部分是指中央大學開發之 NCSA telent 版本？當時好像有多所大學同時

開發？我知道交大也有一版本，此部分可否協助回憶一下。  
沒錯！改版極多！但最後台灣沒把握機會，被 Microsoft 的 Windows 取

代！曾黎明應該很清楚，黃世昆應該也會記得，他記姓比較好，老一輩的不

能少掉曾老師，年輕的不能少掉黃世昆。 
 
4. BBS 認證事件，是 TANet 與商業 ISP 競爭， TANet 停止建設撥接電話開

放大型商業 ISP 銜接 TANet ，維持 TANET 與 ISP 良好關係， TANet 多

點互連到今天交換量、重要性不輸 TWIX 。  
5. 光碟月刊事件對台灣網路內容發展有重大影響。  
6. 教育部顧問室推廣 BBS 不可遺漏。  
7. 黃世昆推動 BBS 與 NEWS 結合，繁簡 BBS 轉文為兩岸網路接觸之始。  
8. 上網價格是網路普及的關鍵。  
9. SeedNet Seed 計畫，很多人不知道差異。  
10. P2P 盛行，台灣網路由入超改為出超，國際電路交換對台灣大幅降價，中

國因出超相對提高價格。  
11. 網路電視。  
12. 網路購物。  
13. 國產搜尋引擎。  
14. 網路遊戲。  
15. 網路電子商務。  
16. 網路電話。  
17. TANet(Tinet) SeedNet(seed) HiNet(Tinet) 命名來源。  
18. HiNet 撥接由 NT$1.4/min 降價為 NT$0.4/min 。 ADSL 低費率。擴大內

需案。為國內網路發展最重大的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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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 溫主任 桂誠 (高雄縣教育網路中心) 

訪談時間：2005 年 08 月 16 日 16:30~18:00 訪談地點：五甲國小網路中心會客室 

訪談人 陳文生 

 
溫主任自 1984 年來到五甲國小從事電腦 LOGO 語言的實驗教學，到 1988 年告

一個段落，自 1990 年當時的關鍵是他弟弟擔任教育局學管課課長，負責縣內教

師調動的工作，由於以前這種作業都是在縣政府大禮堂中進行，按照大家的分

數高低依序唱名選校、開缺，其前後作業流程需三個月之久，溫主任說：「這

跟菜市場沒什麼兩樣，且好無效率，其實這是可以電腦化作業的，像是教育、

行政等事情，像是深山的旗山區很多學校，在暑假期間經常沒有人的，路也斷

的，加上以前為了省錢，公文是一個禮拜只寄送兩次，常會造成送達的公文已

過時現象，簡直跟外界失去聯線一樣，因此，訊息的傳達、行政作業，可以設

立一個計算機中心」，於是寫了一封信給縣長，經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同意在 1990

年 9 月在五甲國小成立高雄縣教育局電子資料中心。 

 

1991 年，溫主任的團隊設計出全國首創的電腦作業制度，高雄縣教師調動改由

電腦化作業，採用公開透明化的方式，使得從以往傳統人的關係轉移成電腦

化，讓人沒有辦法事先知道全盤情況，解決了很多人私底下運作、高分低調，

低分高調等不公平的情行，得到眾人許多的掌聲，但也有不少的反彈聲音，對

當時可說是一件巨大的電腦震撼，至此以後教師調動深受影響。 

 

在 1992 年的時候，全縣國中小(179 校)就已經用撥接的方式傳送公文，甚至已

具備掛號、雙掛號、存證等高品質功能，比起 1993 年 2 月，行政院送出的五大

優先法案其中一項「公文程式條例」免蓋印信還要早，溫主任說，雖說當時的

公文傳遞系統比起現在看似簡陋，只使用帳號密碼的登入，但當時的年代還沒

有所謂的駭客，且也還未連上 Internet。 

 

至 1993 年，五甲國小設立 66 條撥接線路，並以 9.6K 數據專線連接上中山大學

(臺灣學術網路 TANet 區域網路中心)，也等於連上了 Internet。該年年底在資訊

月會場大發傳單，提供民眾免費連接 Internet。民眾只需填寫身分證就可申請，

當時還有許多民眾不相信，以為是做生意的，因此不敢靠近。當溫主任解釋說

因為大家都繳了稅，高雄縣政府理當提供服務給大眾，民眾才踴躍申請。當時

Hinet 和 Seednet 也對溫主任產生敵意，但其實中山大學提供 100 條免費撥接，

加上高雄縣的 200 條，也不過 300 條免費撥接線，扣掉冷門的時間，真正忙碌

的時間是晚上 8 點到零晨 2 點，之後就比較少人了，而整個大高雄地區有三百

多萬人口，溫主任告訴他們應該這樣想，中山大學與高雄縣幫你們做社會教

育、幫你們推廣，其實發出這些帳號是超載的，1 條撥接線平均 20 個人，300

條最多也只只能服務 6000 個帳號，之後就額滿了，當民眾沒有辦法撥接進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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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轉為其它 ISP，之後終於諒解了。 

 

1994 年時，發生了另一件大事，溫主任談到說，26 所小學連至五甲國小，經五

甲再至中山，網路數據連上 Internet，電信局來了公文，說五甲不是加值網路廠

商，不符合規定，會同中山大學派人來學校要剪線，溫主任反問：「為什麼 26

所學校接到中山大學可以，為何 26 所學校連到五甲再有專線連至中山大學不

行？這是高雄縣自己的單位連到這邊再到中山大學為何不可以？」，後來教育

部電算中心在技術小組會議中，追任五甲國小電算中心為縣市網路中心，電信

局也因此罷休，第一個縣市網路中心也就此產生，也就因為如此台灣與大陸後

來的網路發展有所差異，大陸只有大專院校有學術網路(Cernet)，但中小學仍然

需接上 ISP 付出昂貴的代價。至 1997～1999 年時期，台灣其他各縣市網路中心

才雨後春筍般的出來，所以高雄縣網路可以說是台灣教育發展上的一個重要關

鍵。 

 

在 1995 年，當時天下雜誌有做過一次專訪，說高雄縣的小孩子連上 Internet，

可以上 BBS，把美國、澳大利亞、日本、香港、台灣這幾個地區的資訊教育品

質做個比較，專題叫「海闊天空的一代」，溫主任說裡面是敘述高雄縣的潮寮

國小，是一所最早有計畫性上資訊教育的課程，學生連上 Internet 到 BBS 聊天，

校長與老師使用 Email 來溝通，另一方日本已經將資訊融入學科，學生透過

Internet 找資料分組做報告，台灣還停留在 BBS，日本已經融入教學。但溫主任

強調這是有所曲解、誇大的，台灣可能沒那麼精緻，但是普遍化落實在中小學

當中，而日本那是個特例，是一所明星學校，靠個別的力量上來的。 

 

在當時還有很多人是不能認同 Internet 與教育的關係，但溫主任當時的觀念是，

不讓學生接處 Internet，學生好比是窩在圍牆的一角，透過 Internet 學生可以接

觸到外面與外面互動，加上當時的教育目標都是教導學生怎麼使用電腦、應用

電腦，溫主任強調說，這是電腦教育而不是資訊教育，認為電腦操作是很基礎

的，上課時數不必很多，小孩子必須學的是透過網路，去獲得資訊、整理資訊、

發表資訊。電腦操作與應用其實會因時間、技術的改變而改變，但學習的方法、

精神是不變的真理。 

 

溫主任認為台灣的資訊教育很可惜，1996 年，教育部每年都有補助學校做電腦

教室，但始終沒想到將中小學同時連上網際網路，但是高雄縣的學校卻同時連

上 Internet，電腦的使用效益遠遠高過其他縣市。溫主任說：「教育部配給各縣

市一大塊肉(購置電腦)，各縣市只用白水下去煮，而我只是加了一瓶醬油(連

網)，讓它變成香噴噴的紅燒肉」。雖然溫主任謙說只是加了一瓶醬油，但也只

有好廚師才做的出來，溫主任就這樣落實了台灣最草根化、最本土化、最早的

縣市網路。 至 1997 年 7 月，短短的 4 年全縣 192 所國中小全面專線連上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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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98 年政府推出擴大內需政策，縣網中心從以前的第一線退居第二線，真正

的第一線變成電腦老師，資訊組長、網路管理人員。縣網中心變成負責線路通

暢的後勤人員。至 1999 年 9 月中小學連不上網路，原因在於為了擴大內需至中

小學的網路，大家在無經驗的情況下，把大專院校的模式搬過來，學校的 PC

要設學校的 proxy，學校的 proxy 要設網路中心的 proxy，中心的 proxy 沒有資料

再到區網 proxy，區網 proxy 經 163.28 的 IP 直接出國，理論理上不錯，但就是

走不通。溫主任在當時 TANet 管理委員會要求，請讓縣市網路中心的 proxy 可

以直接出國，結果 TANet 不准，後來，溫主任改向 Hinet 申請 4 條專線，設立

proxy server，讓所有的高雄縣中小學校經由他這邊直接出國，第二，將學校的

DNS、Web、proxy 收回來統一管理，只剩下 mail 因為要用學校 Domain 沒有收

回，為了解決這問題，溫主任要規畫一個網站為學校提供基礎服務平台，Loxa

教育網網站構想就因此產生了。 

 

另外一個建立 Loxa 的原因，溫主任說亞卓市提供的服務不好，它最主要的服務

「亞卓鎮」是學校虛擬平台，讓學校師生可以在上面互動，一開始因為行政力

量有下來，請各校參與亞卓鎮服務，行政力量消失後就沒落了。Loxa 教育網在

2000 年 5 月開始提供服務，至今已經五年了，Loxa 提供管理自己學校的帳戶服

務、提供免費空間、老師的班級網站、快速建立個人網站，不僅僅如此，它不

是一個老師為了應付學校要求而設的教學平台，而是強調班級的網站不應該只

是老師單獨做的，而應該是學生與老師互動所產生的，學生可以上來討論，家

長也可以融入其中，這是一個教學的平台，不是一個販賣知識的平台。Loxa 教

育網還提供網路電話服務，在行政單位已有在使用，獲得縣政府的大力推崇。 

 

溫主任擔憂台灣的資訊教育，認為台灣當局一直沒有認知到資訊科技對教育品

質的影響。事實上，很多小孩子的資訊能力不是來自於學校，而是來至於兄弟

姐妹、父母親或網路社群，教育本身可以做到的但卻沒做到。仔細分析一下學

生在家中使用電腦的行為，有那些是與學校有關，其實都與學校脫勾了，學校

的影響力變小了。不可否認的擴大內需對中小學來說是個革命，但是可以做的

更好的，政策面方向是對的，但執行面錯了，感到非常可惜。溫主任認為資訊

教育只是教育中的一小部分，不用刻意去強調，但是應該將它落實於一般教學

活動與教學經營，透過好用的教學平台，師生進行熱絡的教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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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賈參事 玉輝 (交通部參事) 

訪談時間：2005年08月05日15:00~16:45         訪談地點：交通部參事辦公室 

訪談人：陳文生 

 

大家或許曾對於HiNet這個名詞的由來感到好奇，曾任交通部電信總局局長、交

通部科技顧問室主任、交通部郵電司司長、交通部電信數據通訊所所長，現任

交通部參事，國內最大ISP HiNet最主要創建者賈玉輝談到說，創立新服務總是

要取個名子，像過去電路交換網路服務(Cirnet)、分封交換網路服務(Pacnet)，而

網際網路服務(Internet)這個名詞也已經有了，現在要推出網際網路服務，於是

靈感一來想到網路強調的是 “high performance＂、“high usability＂、“high 

availably＂ 有了這個大方向，賈參事談到說其實“hi＂如同中文的“嗨!＂也有

歡迎大家來使用的用意，於是取了HiNet這個名詞，其後推出的一系列服務

“hiFax＂、“hiChannel＂也都以“hi＂為命名開頭。 

 

在任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的期間，賈參事發現電信總局與中華電信本為一家，有

球員兼裁判的嫌疑，因此在交通部強力的推動之下，很快地1996年由立法院通

過電信三法，使電信總局與中華電信分家，讓電信業從原本的封閉壟斷轉變成

開放自由化的新局面，這個時期可說是國家電信發展自由化最關鍵的年代，其

後1997年才能造就行動業務的百花齊放蓬勃發展，當時的賈參事可說是扮演電

信自由化關鍵執行者的角色。  

 

據調查國內有八成的民眾使用 HiNet 寬頻，賈參事也提到為什麼 HiNet 一直佔

有國內最大的客戶群，除了過去幾十年以來已經佈建好有線部分本身的優勢之

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 HiNet 它一直推新服務與技術提升，不斷提供更快

的速度，由早期的播接 19.2K、64K 到現在寬頻 ADSL 256K、1M、2M、8M、12M，

HiNet 強調提供給顧客最快的速度、最可靠的頻寬、不阻塞的網路服務以及加

值服務，不過賈參事也談到在下一階段無線寬頻(WiFi / WiMax)的時代，所有的

網路將會是一個新的契機，到時候大家的立足點都是平等的，其它第二業者將

與 HiNet 共同競爭，而 HiNet 也以開始佈局無線通訊成為下一波的主流。另一

方面，賈參事談到 VOIP 現在已經逐漸普級，從以往的電路交換變成分封交換，

不再需佔用整條電話線，改用 packet 的方式可共用整條網路線，未來將成為網

際網路的 Killer Application，而號碼與監聽等問題，透過技術的發展已都可解

決，未來的第二類者將不在只是提供電信服務，也可以提供網際網路的服務。 

 

賈參事不但催生 HiNet 之外，在他擔任交通部科技顧問室期間裡，其中有一項

決議就是要設立電信技術中心來協助電信總局，既然有了一個中華電信研究

所，為什麼還需要一個電信技術中心？他談到說中華電信研究所角色主要將支

援中華電信，而真正電信技術基礎性的工作由電信技術中心來做，中華電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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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之後中華電信研究所不再有國家的責任，所以推動國家電信的發展轉由電信

技術中心來接棒。 

 

NICI 過去一路上扮演整合各部會的功能角色，如今設立了一個 NCC(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是否 NICI 會因此消失？參事認為，其實 NCC 是仿照美國的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希望設立獨立的管制機關，負責管理

國家的通訊傳播事務，希望成為一個超然的監督單位，來監督電信與廣電兩個

領，而 NICI 主要還是負責跨部會協調的工作。在我們國內來講現在正面臨一個

關鍵時期，希望由 NCC 來啟動新的局面，技術面由電信技術中心承先起後，能

夠挑起大樑，電信的產業如 Wired-Line 和 Wireless 變成第三兆元，包括整個廣

電、數位電視 MHP 的標準皆能順利推動。 

 

另外目前台灣基礎建設的部分，像海纜與衛星將扮演台灣島內與島外整個通訊

的樞紐，參事也提到，FTTX(Fiber-to-the-X)光纖網路的部分，目前已經達成

FTTB(Fiber to The Building)將光纖至到各大樓，FTTH( FTTH, Fiber To The House)

將光纖拉至各住戶就沒辦法一口氣完成，因為目前已經有 ADSL 寬頻與無線網

路相互競爭，且住戶也將會依其需要之頻寬，來選擇接取方式。 

 

賈參事一路走來可說是扮演著台灣電信產業邁向自由化，以及網路發展關鍵階

段之主要政府政策制訂及推動者，台灣能有如今自由化的電信發展，賈參事可

說是關鍵人物之一，他也強調必需抓住整個大方向、制定正確的政策，要有遠

見與創意，開玩笑的說過去還好沒有走冤枉路，一路方向都還為正確。 

 

民 70 年 5 月 1 日前                民 74 年 5 月 1 日起以後 

電信總局 DGT(四個單位)           電信總局 DGT(八個單位) 

1.台灣電信管理局              1.北區電信管理局 

2.國際電信管理局             2.中區電信管理局 

3.電信研究所                 3.南區電信管理局 

4.電信訓練所                 4.長途電信管理局 

5.國際電信管理局 

6.電信研究所 

7.電信訓練所 

8.電信數據通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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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談人：楊 董事長 世緘（Seednet） 
訪談時間：2005年  月  日00:00~00:00          訪談地點： 
訪談人：翁秋平 

                 
 
1996 年時由於全球 Internet 的掘起，面對全球競爭壓力的影響之下，當時在總

統府國策顧問的夏漢民先生有感於 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是跨

世紀全球競爭力之重要指標，在 1996 年 11 月獲經濟部核准成立 NII 產業發展

協進會，並選出第一屆夏漢民先生擔任董事長，而楊董事長在當時遵循夏漢民

的政策理念，繼續往遠距教學的方向來執行。楊董事長談到在 1994、1995 年

時特地到美國去觀模學習，所以非常清礎 Internet 在美國越來越普遍，是做為

一個企業改善的工具，到 1996 年 6 月楊董事長接任 NII 計畫，並開始構思 NII，
至 9 月開會決議 NII 全力推動 Internet 的應用，重點放在遠距教學的技術層面，

當時台灣上網人口僅有 40 萬人左右，並確定目標三年預計達 300 萬的目標。 
 
楊董事長談到對於這個目標當然要從各個方面來進行，首先是電信方面，必需

趕快加強網路基礎建設，這方面中華電信也答應會全力配合；另一方面，在教

育方面，當時蕭萬長擔任行政院長，剛好遇到亞洲金融危機，正好把教育建設

的政策推了上去，所以中、小學都可以上 Internet，從教育的角度來帶動整個

Internet 的起飛；最後最重要的是在企業方面，主要是電子商務的發展，而其中

當時的 NoteBook 行業受到很大的壓力，美國的 IBM、Dell、HP、Compaq 公司

的政策從 793、595 到 397，意思就是 93%的 NB 要在 7 天送到客戶手中，再進

一步 95%的 NB 要在 5 天送到客戶手中，最後 97%的產品要在 3 天送到客戶手

中，所以台灣的製作商受到很大的壓力。後來楊董事長與各公司招開會議，並

由政府補助他們希望在台建設電子採購系統，使得國際大公司與台灣製造者得

以連線，藉由 Internet 快速的提昇台灣生產的效率，整個採購鏈、供應鏈得以

完備建全，很快地台灣的資訊產業紛紛投入 Internet，很快地能夠達到 397 的目

標，也使的台灣成為 80%的生產輸出地，在此之後所要做的是將 Internet 推到

其它的行業，與整個物流、金流、資訊流的結合。 
 
另外，楊董事長也特別提到，在當年推動中、小學 Internet 的同時，也特別強

調照顧偏遠地區的學校，來減小城鄉的數位落差；第二，特別重視殘障的使用

者如何來使用 Internet。當三年 300 萬人口上 Internet 的目標答成之後，緊接的

第二的政策的重點三年 300 萬寬頻上網也跟著開始構思，中華電信很也配合這

個口號，持續推動 ADSL 寬頻上網，楊董事長希望價格能比日本低一半，但並

沒有辦法達成，受到中華電信市場的壟斷沒有競爭性，不然成效可能會比現在

更好更快。楊董事長提出第三計畫，讓不會玩電腦的人也上 Internet，主要是希

望讓年長者也會使用 Internet，透過電視能接收到網路的資訊及網路郵件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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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並沒有推動，只靠各別民間的力量，像中華電信的隨選視訊(MOD)的
功能、Seednet 推的數位家庭 DFC 在推行。 
 
楊董事長談到為什麼亞洲金融危機，台灣還有 5%的成長率，韓國、香港、新

加坡都倒下去，台灣在 1987 年時就開使進行企業改造，比起美國還要早 2 年，

台灣在 1996 年才開始採用 Internet，美國在 1993 年就已經開使投入 Internet，
但也只有這台灣、美國企業改造、Internet 都做，因此台灣能渡過亞洲金融危機。

而對韓國楊董事長也表示了它個看法，認為韓國受到亞洲金融風暴的影響，把

整個大企業的金融面做好了，雖然政治搖擺不定，但整的政策方向是對的，在

2000 年之後全力投入 Content，後來發展突飛猛進。 
 
後來，楊董事長談到中華電信它的貢獻，應該是定位在環境基礎建設上面，雖

然對台灣Internet的貢獻也很大，但還是缺乏其它的競爭者，沒有辦法達到自由

開放的競爭市場，最後的least mile還是掌握在中華電信手中。目前中華電信的

趨勢是靠著傳統電話網路和IP網路，讓傳統的電話使用者和網路電話使用者都

成為他的客戶，所為的二合一政策，其它ISP跟本無法相比。楊董事長認為向過

去的NII小組，現在轉型為NICI必需扮演這個角色，協調大家一同討論與彙集大

家的意見。楊董事長談到目前台灣要發展數位內容，但內容的管道來沒建設完

成，內容的提供者不可能投入，所以發展不起來，甚是台灣的影視產業也須要

一套機制，把像好萊屋環境建立出來，而政府也並為推動，楊董事長希望政府

能像過去推動三年300萬人上Internet、三年300萬人寬頻上網，更進一部的推動

讓家家戶戶，會與不會使用電腦的人都能夠很簡便的來使用Internet，讓它形成

一種風潮，都可藉由MOD Box來達成，內容的提供者也才會願意進入投資，這

將會是未來成功的一個關鍵，將會附有社會、文化的意義在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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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談人：程 總經理 嘉君 (Seednet)      

訪談時間：2005年08月15日09:00~10:00      訪談地點：Seednet總經理辦公室 

訪談人：陳文生 

 

 這個訪談從1988年Seed（Softwar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Development:軟體

工程環境發展）四年計畫談起，當初是資策會科專計畫項目之一，計畫主持人

周誠寬，副主持人為劉龍龍，其項包括UNIX中文化（產品處負責）、Seed推廣

等分項等，程嘉君總經理是當時資策會推廣處處長（1989年9月接推廣處，之前

是MIC主任），為seed推廣分項計畫主持人，seednet（TCP/IP網路）概念是由當

初產品處張成屏先生提出，建立網路推廣服務產業之概念。隨著seed四年計畫

於1992年6月結束後，經濟部並未繼續支持seed計畫，程總回憶起當時seednet也

曾協請中華民國加值網路協會（當時理事長為李宗悌先生）會員接手之可能性

未果，該協會成回函謂seednet無經營價值，請資策會繼續留存經營等。唯當時

隨著TANet興起，連接國外Internet逐漸造成風潮。當時負責科技顧問業務之夏

漢民政務委員，攜團至美國訪問NII發展，資策會果芸執行長等人也逐漸瞭解

Internet可能扮演愈來愈重要角色。 

 1994年行政院科技顧問組正式成立NII小組，隨後1995年7月資策會正式成

立網路事業群，由程總擔任首任網路事業群總經理，當時III亦申請取得ISP執

照，成為ISP業者，開始經營ISP業務服務業者。直到1998年8月，轉型成為數位

聯合電信公司，網路事業群開始時僅有七人團隊，而今日數位聯合已經是一個

超過五百人的全國第一大民營ISP業者，程總言談中，可以看出其篳路藍縷的歲

月痕跡，及辛苦過後的一份自信與驕傲。 

 網路事業群階段，程總為人圓融、公益等個性使然，seednet仍然毫無條件

的義務協助TWNIC有關網域名稱註冊服務管理等義工性質之工作，他說這對

Seedent而言只是多一份相關的工作，但也是一項對業界的服務，不算甚麼，後

來該項工作在TWNIC正式轉型成為法人後，非常順利的移轉至TWNIC，我國網

路界應該感謝seednet這一段在我國網際網路發展關鍵期間，對網域名稱註冊義

務服務所付出之辛勞。 

 程總一路聊到seednet成為ISP，建立北中南網路骨幹及提供撥接服務慘淡經

營過程中，與中華電信（固網業）、HiNet亦敵亦友的過程，程總可以說是國內

與中華電信（含 HiNet）打交道最有經驗的ISP業者。在電信產業上游競爭不足，

固網業者一家獨大（即使固網業開放，可是卻始終無實質競爭環境），我國電

信服務業，始終在一個不正常環境下發展，ISP/ICP業者都在苦撐，無法孕育出

企業應有的發展動能。 

 皆下來聊到對我國寬頻政策之經驗與建議，剛好程總最近參加一個有關台

灣寬頻網路政策座談會，他飲用剛準備之資料來說明他的看法很直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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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嘉君意見：2005 台灣寬頻網路政策焦點座談會討論議題 

 

一、寬頻網路建設 

1. 台灣寬頻網路的發展現況（例如 DSL、Cable Modem、Optical Fiber、

Mobile、WLAN, etc.）問題在哪裡？成長率還有可能提升嗎？ 

   這是個老掉牙的問題。問的人不計其數，回答的人也已經費盡唇舌。

只是沒有看到有什麼單位採取有效的行動。不過既然有人還是繼續

問，我們也就多答幾次。 

   台灣寬頻網路的現況是，普及度高，市場趨於飽和，應用卻很陽春，

大部分人停留在上網收發郵件、IM 聊天、瀏覽網站。加值服務項目有

限，加值服務收入占二類電信業者營收的比重有限。寬頻網路最基本

的網路電話應用，對於大部分的寬頻網路使用者來說，仍然有一段距

離。其他的加值服務，點綴的成份居多。 

   最根本的問題是台灣的電信市場在這個區塊(固網與 ISP)上，沒有適當

的市場機制。新固網與 Hinet 以外的 ISP 都無法在市場上與中華電信競

爭。加值服務的開發原是 ISP 比較需要著力的地方，卻由於上游電信資

源(主要是 ADSL Trunk)獨家掌握在中華電信手中。最終消費者市場訂價

權也在其手中(高頻寬產品的訂價比低頻寬的要便宜，以高頻寬無 QoS

為低價的理由)。ISP 求存活已屬不易，那有餘力從事加值業務之發展！ 

   再者，中華電信挾其三百多萬用戶之威力，對加值服務業者予取予求，

限制其合作夥伴與其他 ISP 配合，使其他 ISP 陷入另一個惡性的循環。

也就是說，國內的寬頻市場上並不存在適當的競爭機制，無法形成良

性的循環！在這樣的環境下，即便是單靠中華電信，要創造進一步的

成長率，個人是持較保守的看法。 

2. 就全球寬頻網路建設發展而言，台灣目前的競爭實力與地位（優勢與劣

勢）為何？（寬頻費率之可負擔性、寬頻用戶普及率、市場競爭度、

整體寬頻基礎建設之品質） 

   不是很了解這個問題的旨意為何！寬頻網路服務產業是內需型產業，

談不上國際競爭的問題。而是要問，國內的寬頻網路建設與產業環境，

對於上層的數位內容與服務產業發展，與國外比較有什麼不同？ 

   大致來說，對於最終使用者來說，寬頻費率之可負擔性應該是可以的，

就國家的寬頻用戶普及率也不會太差，整體寬頻基礎建設之品質應該

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唯有市場競爭度應該是相當不足的。用國內市場

占有率排名可以很容易看出競爭度不足的狀況。 

3. 當前台灣寬頻網路建設發展所面對的最大挑戰為何？最需要積極發展

的有哪些方面？ 

   1.固定網路市場在 last mile 上沒有競爭！這是根本的課題。應該比照日

本模式，開放中華電信機房，讓固網共置設備的方式，實現 last 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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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bundled. 

4. 在開放用戶迴路之課題上，中華電信與民營固網業者有哪些競爭問題仍

待解決？ 

   現在的問題是民營固網無法跟中華電信競爭！ 

5. 在 ISP 產業競爭之課題上，Hinet 與民營 ISP 業者有哪些競爭問題仍待解

決？ 

   同樣的，民營 ISP 根本就無法跟 Hinet 競爭！ 

6. 調查報告中顯示消費者最常遇到之困擾為線路不穩、連線品質不佳和下

載速度太慢，對於這樣的情形，業者有無改善的方式，而此問題是由

何產生的？ 

   因為市場競爭機制基本上是不存在的。二類業者沒有選擇！消費者基

本上在實體電路上也沒有選擇的餘地。獨大的運營商沒有市場競爭的

壓力，品質改善的壓力不存在！ 

7. 消費者認為寬頻之家戶每月服務費用為不合理者為 45.44%，費用是否還

有調降的空間，與國外相比這樣的價錢合理嗎？ 

   消費者的立場永遠會認為服務費用不夠低，最好是免費！所以基本上

這不應該是個問題。在目前的國內寬頻產業生態下，解決這種課題的

標準做法是要求中華電信降價。這種措施確是對產業發展傷害最大

的。中華電信降電路費，會讓新固網更無誘因繼續建設，降網路費用，

卻不調降 Trunk 費用(ISP 經營寬頻必須支付給中華電信的成本)會讓其

他 ISP 的經營更加困難，讓中華電信的市場更加鞏固。多樣化加值服務

的發展更加困難！ 

   所以，重點不是消費者對於服務費用滿不滿意的問題。是有沒有健康

的市場競爭機制的課題。有了健康的市場機制，價格問題就由市場機

制來決定吧！因此，這還是一個市場機制健不健全的課題！ 

8. 新技術可以提供改進 last mile 的問題嗎？last mile 目前還是佔寬頻市場

競爭問題中的重要地位嗎？ 

   不知道所謂的新技術是指什麼？如果說是 WiMax 或是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我想應該還有一段時間纔會清楚！ 

   後面一個問題的答案是：當然是！肯定是！一定是！再問這個問題的

就是白癡！ 

9.目前寬頻所提供的內容、服務與應用方式是否有可能增加寬頻使用人

口？像是網路電話、寬頻影音、不同平台的內容重新使用是否具有潛

力增加寬頻的使用，頻寬與價格上能否使消費者有意願使用？如無，

問題可能在哪裡？ 

   當然有可能。否則網路產業的明天在那裏？ 

10.目前寬頻內容的問題在哪？政府有什麼可以著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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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前面已經說過！再重申一次 

   1.沒有二類業者有能力與中華電信的 Hinet 競爭。 

   2.Hinet 挾其三百萬用戶的威力，與雄厚的資金，號令寬頻內容業者，

莫敢不從。並限制寬頻內容業者與其他的 ISP 合作。 

   我想不出政府可以著力之處！ 

12.整體而言，在台灣寬頻網路發展方面，產官學應該如何合作？國外經驗

如何借鏡？ 

   產業界一直在奮鬥求生存！還要永無止境地努力！ 

   學界應該深入了解，國內寬頻產業的真正問題是在沒有健全的競爭機

制。應該從這個點切入，深入探討那一個環節可以先促成競爭，並且

深入探討，國外電信運營商的競爭與加值服務蓬勃發展的進程等課

題。不要每年都圍在同樣的問題打轉。這樣是不可能會有結果的。要

找出深入一點的問題來問我們！ 

   國外的經驗與研究不會太少，問題是有誰真的在乎！對學者專家來

說，這些研究課題不過是一本又一本的專案計畫結案報告內容，卻是

國內二類業者每天都要面對的夢魘！學術界真的在乎這些問題嗎？ 

   官方對於寬頻網路的發展與數位內容產業的發展，都喊的震天價響。

也多少了解國內電信產業的結構性問題。但是，關心的人多，卻沒有

看到太多的行動。主管機關對於台灣電信自由化的課題，唯一關心的

是中華電信的釋股。除了這個之外，就是希望中華電信多做一點業績，

讓六百萬戶寬頻上網的目標早日達成，可以當成政績來宣傳。對於塑

造適當的競爭環境，促成產業的良性發展，似乎並不是主要的重點。 

13.未來寬頻網路產業發展還有哪些議題值得注意？（例如寬頻內容與應

用、寬頻落差、無線寬頻、數位匯流…等） 

   這些議題通通都不重要，重要的是建全的競爭機制。有了讓產業發展

的健全競爭機制，這些議題纔會是下一階段要討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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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談人：張總經理善政（安基資訊）  

訪談時間：2005年07月27日08:00~09:00  訪談地點：信義路KOHIKAN真鍋咖啡 

訪談人：陳文生、翁秋平  

 

 這個訪談從張總提到Google的獨特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CP）模式

談起。前幾天Google從「是方電信」租用2Gbps國際頻寬連到美國，一個國外在

台灣的CP，租用2Gbps到美國，是一件不可思議的事情，張總強調ISP的營運模

式在快速改變中，如果ISP要連google比較快速，需付錢連到是方電信的google 

Hub上，是ISP付錢給google啦。例如以前之遊戲橘子，自己找一個機房，然後ISP

連到遊戲橘子機房一樣之概念。其實CP是可以主導網路頻寬接取之架構，只要

CP能夠合作主導的話。張總特別提到，國內CP業者一盤散沙，甚至HiNet的同

仁都說，HiNet機房代管生意很好，機器很多，雖然溫都很高了，還是一推CP

業者拼命往HiNet機房擠，如果此情形繼續下去，CP業者仍會長期忍受品質不佳

的基礎環境。其實CP業者應該除了代管連到HiNet外，也可以透過另一個AS 

number方式連接到另一個ISP（拉另一條線），享受多個ISP同時服務之品質。

當然接入HiNet線路由中華電信壟斷是另一個議題。 

 張總也提到ISP之經營議題，尋找DGT（電信總局）之規範大都是於事無補

的。扶植CP產業，包括補助數位內容業者等，譬如去申請多個AS number及建

立具彈性之營運服務模式，建立起由CP業者主導頻寬架構之方式，應該是未來

發展之方向。Coogle是CP業者，把網路當程式附帶工具，你要連google，不要管

Google的內容在哪裡，你在台灣就連台灣之data center就可以，google在是方電信

之hub會快速幫你連至適切之內容所在地，因此你根本不用知道內容在哪裡。另

同時談到可能新營運模式中有關VOIP、Skype應用，最近品質降低 P2P技術之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及「以鄰為壑」之架構，導致其逐漸被過濾及新技術

應用之不可預期特性等，仍充滿不確定性。 

 張總任職於國科會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主任時，擔任TWNIC運作委員

會「網路戶連推動組」召集人，負責推動TWIX之設立事宜。談到此一部份，張

總感慨的說：「TWIX是我做錯的一件事」。當初實在是因為固網尚未開放，只

能用中華電信線路，所以IX擺在HiNet替大家都省錢，以後如果固網開放，要重

新再檢討，此段皆下來在檢討之精神意義，現在看當初會議記錄，並未詳實記

錄下來。 

 接下來談到張總離該國網中心後接任國科會企劃處處長時，即開始構思如

何讓國網中心財團法人化，一般人包括立法院，每此談到法人化，都談到法人

化後需要自己賺錢是否困難等問題。張處長認為國網中心法人化構想不是為了

賺錢，而是保持運作之彈性與效率。當初中研院資訊所何建明副所長等人曾至

企劃處建議經由國科會管道轉達上層，有關中華電信民營化後Last Miles線路屬

國家財產等問題，應及時處理等，雖然事後都未成功，現在看起來這些人真是

有先見之明，張總也同時提到目前搞共同管溝計畫（300億元）是當然不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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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隨後國網中心隨著整個國家實驗研究院轉型成為財團法人，至於教育部電

算中心之TANet及其下之區網、縣網中心未來是否仍可能轉型成為法人，則表

示應該已經是不太可能了。 

 安基資訊是以異地備援為主要業務（張總說不能作中華電信會作的事

情），張總提到異地備援大都採用專線，不用Internet，也就比較不化卡在中華

電信手上，倒是異地備援廠商建立dark fiber之實例，可供企業建立基礎建設參

考。以中國信託為例，從台北到龍潭安基資料中心需要dark fiber，原來中華電

信及三家固網皆不願提供，但中國信託開出RFP後，中華電信仍不願提proposal，

其它三家固網及和宇寬頻電信則都提了proposal，最後決定又台固、東森各提供

一條dark filber到台北，和宇是屬中信集團，價格不好，照樣不要。因此產業合

理Infrastructure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信託一個單位，拉進入龍潭安基資料中心的

專線就有60~70餘條，但其成本收益是非常值得的。 

 最後張總提到於國網中心主任時，正是國家NII成立之全盛時期，NII召集

人夏漢民、楊世緘常找他作這個、作那個，光是對NII之建議檔案，編號至NII99，

當初這些建議隨著筆記型電腦移轉給下一任吳瑞北主任。不過張總提到，當初

大都是不知民間疾苦所提之建議，後來由於學校太過平淡、政府機關溝通太累

等因素，轉至民間服務，彈性及發揮空間還是比較大。張總不管在學校、政府

機關或民間公司，言談之中總是以一棵非常敏銳、迫切期待之心，關心我國網

際網路未來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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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談人：陳執行長 正然（蕃薯藤數位科技中心） 
訪談人：翁秋平  

  
首先一開始先說明本計畫的目的，陳執長談到對於本計畫成立確實是有其必要

性，將來比較不會發生因記憶的留失，或對一些看法不一而有爭議的地方，也

比較符合網路的精神，必須要公正以免發生爭論。 
 
陳執行長談到蕃薯藤搜尋引擎，以台灣這麼有限的資源，要與全世界最大的公

司打架，就算台灣所有的公司加起來也非它的對手，台灣的位置包括資本市場

的支撐或網路市場的位置，不太好做一個搜尋引擎，老實認為沒有第二個地

方，可以與美國做的更好，大陸的搜尋引擎也只是靠政策而已，像 Google 搜尋

引擎全世界的搜尋流量幾乎都是第一，除了中國的政策導入之外。蕃薯藤搜尋

引擎以前是全部做，現在也只是做一部分的功能而已。陳執行長印象當中以前

機器很少有操作性問題，Server 數量也從未超過十五台，且使用的只是一般的

PC 等級；現在仍然堅守搜尋引擎開發的 Openfind 情行也差不多，比起 Google
搜尋引擎，動用千台的專業級 Server，不知道效率那個會比較好。但陳執行長

談到台灣就是沒有這個機會，投資人願意花三億的錢在搜尋引擎上來慢慢燒，

然後不知道會不會成功，所以說第一資本不支持；第二台灣也沒有足夠大的頻

寬，能承載全世界的流量，另外第三網站內容的豐富度也很重要，英文的內容

還是佔大多數，第四加上他們尊重版權、尊重自然權不怕被人盜連的社會法律

規模，所以它有很多的因素讓 Google 可以第一，並不是誰的技術比較好的單一

層面，更不用講全球網路的位置、整個環境結構、公司的經營模式等等。Yam
在 2000 年就停止開發搜尋引擎，並與 Google 簽定合作協議，並非妥協而是雙

方為了利益考量，及技術上的交流。 
 
陳執行長回想說，其實 1993 年時在電算中心的時代只是一個團隊，一個想法

就是：『網路是窮人的原子彈』，一部伺服器放上一些簡易的網頁就可以讓你暢

所欲言，隨後即開始進行相關技術的研發，1993 年 10 月在中研院架設了台灣

第一個 WWW Server 進行測試，在年底成立了台灣社會文化網絡，成立了台灣

第一個公開的網站，其主題為台灣原住民，並希望把台灣的文化一個一個主題

建設上去，後來陸陸續續在商業化之前做了三四十種的主題：教改、勞工、婦

女等。然後到了 1994 年，當時的開拓基金會與義工朋友組成的「蕃薯藤義工

小組」架設與維護，蕃薯藤這個名詞才正是出現，為什麼會叫做蕃薯藤，其原

因是「蕃薯」形似台灣、塊根豐實甜美、易於落地生根的特性，自許台灣土生

土長的蕃薯藤可提供豐富且實在的服務，在各地發展時皆可不畏環境惡劣迅速

落地生根。另外，外國稱網路為 Web，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好比蜘蛛網，搜尋引

擎的圖示也都有蜘蛛網在上頭，不是很好詞彙，而「藤」則象徵網路的蔓延與

生命力，所以就命名為蕃薯藤。1994 年期間還是持續在搜集資料、協助公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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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運用網路資源來傳答他們的理想、推動改革，到了 1995 年的春天決定開發，

雛型也在兩、三個月就完成，正式營運是在 1995 年的 8 月，吳俊興博士設計

的「蕃薯藤台灣網際網路資源索引」正式開始提供上線服務，成為全球第一個

華文搜尋引擎，連帶刺激了全球華文網路的迅速發展，幾乎與雅虎(Yahoo)同
時，而奇摩(Kimo)是屬於比較後期的。 
 
陳執行長談到蕃薯藤與奇摩最大的轉折點在於，1997 年冬天蕃薯藤正為網路色

情要不要做的問題引起爭議，於 1998 年春天決定執行，關閉有關色情的網站

連節，奇摩網路的流量因此大增，並在 1998 年 11 月正式由公益組織轉型為蕃

薯藤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商業運作，陳執行長接著談到網路色情的問

題，其實在國外已有一個標準方式在進行，台灣到現在沒有一個標準可以遵

循，而使用篩選過濾的方式在進行，雖然依國外的方式不一定能成功，不過他

認為除非是集權國家，不然人性是很難阻擋的。 
 
翁顧問問到蕃薯藤目前業務的形態為何？陳執行長說，嚴格上目前真正地還典

型地在做入口網站的只剩蕃薯藤，其它都有大投資人在後面操作了，像 Hinet、
Seenet 主要業務在電信、網路服務，Pchome 轉型做電子商務、Yahoo!奇摩主要

是依據美國雅虎公司的政策方向，而蕃薯藤主要是走在地化與尊重，像目前有

最大的兒童、婦女、運動群體，認為未來是個人化的社群，每個人有個人喜好、

興趣的在地化社群。 
 
翁顧問問到對網路媒體的生態的看法，陳執行長談到，網路現在的基礎建設有

線、無線，不管是什麼連接方式，在未來將是通透性的，不管是什麼樣的 Business 
model，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走在 IP 網路上，在 IP 網路上做內容服務的目

前還不多，另外當基礎建設通透之後，在 P2P 會出現新的行為和文化現象，不

再需要經過機房，服務的型態將會有所轉變，如果還是用傳統的模式，像禁止

P2P 音樂分享，禁止、阻擋社會的朝流是不可行的，這些問題最後還是要回歸

整個網路上的問題，有一套依循的準則，必須要從整個大環境、文化行為來改

善，而人的行為模式、道德觀才會跟著改。技術是一個驅使變化的動力，到後

來還是要靠社會的價值、制度、文化來決定。 
 
翁顧問問到對於台灣區域性的發展，發展獨特性的看法，陳執行長談到，入口

網站與台灣其它產業一樣，但要找對切入點與專業的關鍵技術團隊在後面，認

為在未來媒體方面，網路是有機會將佔有一席之地，以目前的情況電視媒體還

是最大，第二是網路已經是佔 45%，但電視、報紙、廣播、雜誌一直在下降，

陳執行長認為目前最好的網路媒體團隊在台灣，因為媒體這東西需要很自由的

創造環境，現在最好的人才是在台灣，擁有非常好的機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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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NICI小組

行政院主計處

經建會

經濟部
工業局、商業司

資策會

工研院

新聞局

研考會

交通部

電信總局

廣播電視

產業者

各級e化政府

第一類電信

固網業者

第二類電信
ISP業者

TWNIC

電信技術中心

教育部

電算中心

教育部

中研院

計算中心

中研院

國科會高速網路

與計算中心

國科會

TWAREN
諮詢委員會 TANET管理

委員會

TANET
技術小組

Gigapop
技術小組

TCA

中華電信

TWIX

HiNet

TWIA

全國研究機構

縣(市)網中心

全國高中國中小學

區網中心

全國大專校院

第五章、網路發展相關單位及網站漏網資訊收集 

 

一、我國 Internet 推動相關組織 

 

我國網際網路推動相關組織關係如圖八所示，可全盤瞭解我國政府網際網路相關組

織之概況。 

 

 

 

 

 

 

 

 

 

 

圖十 我國 Internet 推動相關組織圖(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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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nternet 相關組織資訊收集 

 

（一）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 (NICI) 

回首過去政府在資訊通信推動上有「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

(簡稱 NII 小組)」、「行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簡稱院資推小組)」及「行政院產業自動化

及電子化推動小組(簡稱 iAeB 小組)」等三小組。為提升整體性推動相關業務效率，奉 院

長核定三小組合併，並經行政院於 90.04.04 第 2728 次院會通過，將合併後之名稱改為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英文名稱為「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itiative Committee」(簡稱 NICI 小組)，負責協調相關部會，統籌國家

資訊通信建設事宜。 

 

1. 發展遠景： 

NICI 賡續促進我國資訊通信、電子商務及相關產業升級，以提高政府機關行政效

率與便民服務及網路普及應用，並達成提昇國家整體國際競爭力之目標邁進。是以，NICI

發展願景係運用資訊通信科技，建立高效能政府，提昇產業競爭力，構建 e 台灣資訊化

優質社會。 

 

2. 推動目標： 

我國國家資訊通信發展的推動，由政府結合民間企業，以政府帶動、民間主導的推

動原則，建立良好的發展環境。相關推動目標如： 

 電子化政府→建立暢通及安全可信賴的資訊環境；政府機關和公務人員全面上網；

公文電子交換全面實施；六百項政府申辦服務上網；戶籍地籍謄本全免；政府資訊

公開，全民參與。 

 產業電子化→健全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化應用環境；建構高效率供應鏈管理網絡，達

成最佳化供需機制；協助企業佈建全球運籌營運體系，提昇產業競爭力。  

 網路化社會→豐富網路內容，加強文化及自然資產數位化應用；偏遠地區普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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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站，縮短數位落差；建立數位學習環境，讓人人容易上網學習；提供個人

化的保健、醫療資訊服務。  

 基本建設→整備知識經濟發展所需資通相關法規環境；上網人口比例達百分之五

十，其中寬頻上網達百分之七十；提升資通產業技術與發展環境；建立可靠的網路

安全機制；普及全民資訊教育；建置智慧型運輸系統，便捷交通；提昇偵防能力，

防制網路犯罪；掌握國際資通標準，促進國際合作。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nici.nat.gov.tw/group/application/nici/index.php 

 

（二）教育部電算中心 (MOECC) 

MIECC 於民國七十一年八月奉院核准成立，最初係以推動本部行政業務電腦化、

促進行政效率、提升工作品質為主要任務。歷經多年來結合社會資訊化脈動之發展結

果，目前業務範圍已擴及本部、部屬館所及各級學校，自行政業務電腦化之推行、資訊

教育及電腦輔助教學之推廣，至校園、校際、國際學術網際網路的建置，已初步建立基

礎的教育行政、教學及學術研發之整合資訊服務網路環境體系。 

台灣學術網路(Taiwan Academic Network；以下簡稱 TANet)係由各主要國立大學及教

育部，於民國 79 年 7 月起，所共同建立的一個全國性教學研究用之電腦網路。它的主

要目的是為了支援全國各級學校及研究機構間之教學研究活動，以相互分享資源並提供

合作機會。TANet 具有骨幹(Back bone)和區域(Regional)的網路架構與研究相關資訊應用

之基台(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88 年 7 月起，配合執行擴大內需方案，推動中小學使

用 ADSL 連線至 TANet，讓資訊教育向下扎根，並提供全國學校網路及資訊教育所需之

平台。 

現行 TANet 的管理規劃為三個階層式組織，包括「台灣學術網路管理委員會」、「區

域網路中心推動小組」以及「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推動小組」，「台灣學術網路管理委員會」

係由教育部電算中心邀集教育部各司處、區域網路中心之主管、部份縣（市）網路中心

之主管及相關學者專家共同組成，負責網路長期規劃推動等工作。其下設有「TANet 技

術小組」及「TANet 調解評議小組」，由連線單位之專業人員組成。教育部電算中心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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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TANet 骨幹及國際網路運作，各區域性之連接與管理由各區域網路中心或縣市教育網

路中心負責。TANet 管理委員會及技術小組定期召開會議針對管理及技術上之相關問題

共同研商處理。  

 

網路協定與服務功能： 

現階段凡是以 ATM 或 TCP/IP 協定為基礎之各項應用皆可於 TANet 網路上提供服務，其

中主要例如遠距教學、E-Mail、FTP、Telnet、Netnews、BBS、及其它經常使用之 IRC、

Gopher、WAIS、WWW、Archie....等網路服務功能。 

 

目前教育部電算中心工作重點：  

(1) 「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暨「資訊教育基礎建設」  

(2) 台灣學術網路(TANet)資訊教育環境的建置、運作、架構與推廣  

(3) 網路學習發展暨終身學習資訊環境建置  

(4) 教育行政業務電腦化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edu.tw/EDU_WEB/Web/MOECC/index.htm 

 

（三）台灣網際網路資訊中心 (TWNIC) 

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是一個非營利性之財團法人機構，同時也是中

國互聯網絡信息中心(CNNIC)、日本網路資訊中心(JPNIC)、韓國網路資訊中心(KRNIC)

等網際網路組織之對口單位。在交通部電信總局及中華民國電腦學會的共同捐助下，

TWNIC 於民國 88 年 12 月 29 日完成財團法人設立登記事宜，『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

中心』正式成立，主管機關乃為交通部。捐助章程中規定 TWNIC 為我國國家及網路資

訊中心(National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其服務宗旨如下： 

(1) 非以營利為目的，以超然中立及互助共享網路資源之精神，提供註冊資訊、目錄與

資料庫、推廣等服務。 

(2) 促進、協調全國與國際網際網路(Internet)組之間交流與合作，並爭取國際網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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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際合作之機會。 

(3) 協助推展全國各界網際網路應用之普及，以及協調資訊服務之整合、交換。 

 

TWNIC 是目前國內唯一統籌網域名稱註冊及 IP 位址發放之超然中立之非營利性組

織，除提供國內完整之網路服務（連線頻寬、網路統計）外，更積極參與各項國際相關

網路會議。期盼更多人的參與及不斷檢討改進，為我國網際網路事業提供最佳服務，是

TWNIC 成立為財團法人之最大目的，希望我們團隊能進最大努力，各界也能不斷給予

TWNIC 更多的支持予鼓勵，使我國網際網路事業能更健全、更快速的發展。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twnic.net.tw 

 

（四）中研院計算中心（ASCC） 

計算中心之設立，肇於民國七十三年本院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成立計算中心一案，

復經本院第十二屆評議會第二次會議決議：設立計算中心『以支援本院各所（處）研究

工作及本院行政業務電腦化』。俟同年十一月奉總統府核准後，便以臨時任務編組方式

運作，迄民國七十九年本院組織法修訂通過，計算中心始正式納編。 

 

依中研院處務規程，計算中心職掌下列資訊技術服務事項： 

1. 本院各項資訊業務之協助、規劃、服務、訓練及推廣  

2. 本院網路通訊及公共資訊設備之建置、管理及維護  

3. 本院科學計算  

4. 本院學術研究之資訊技術及支援  

5. 本院學術研究用資料庫及數位典藏  

6. 協助本院行政作業自動化  

7. 協助本院圖書資訊業務自動化  

8. 本院資訊及通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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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中心年度工作計畫之審議與評估，係中研院資訊業務諮議委員會受院方委託執行的

任務之一。目前該中心的重點工作為：  

1. 本院寬頻資訊網路之發展與維運 

2. 本院公用電腦系統之管理與維護 

3.  Linux-Based PC Cluster 系統之發展、管理與維護 

4. 大量資料儲存管理系統之發展、管理與維護  

5. Grid 計算環境之測試、應用、與推廣 

6. 學術研究用數位典藏內涵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推廣 

7. 行政業務應用系統介面網業化及流程自動化 

 

其中系統科-網路通訊小組主要負責，建置全院院區及對外連結網路環境，以提供本院

同仁從事學術研究和行政業務使用。主要工作重點包括： 

(1) 院區骨幹網路之規劃、建置、管理及維護。  

(2) 國內外網路連結之規劃、建置、管理及維護。  

(3) 各所（處）辦公室網路規劃、建置、管理和問題處理之協助。  

(4) 總辦事處辦公室網路規劃、建置、管理、維護及問題處理。  

(5) 網路相關應用服務。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sinica.edu.tw/ 

 

 

（五）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NCHC)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前身為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於一九九一年成立，以提供

國內產官學研各界高速計算與網路資源、學術應用研究、及專業軟體訓練為服務宗旨。

為因應瞬息萬變的科技環境，增強組織應變的彈性與效率，於二００三年更名並轉制為

非營利性財團法人服務機構，簡稱「國網中心」。 

配合政府推動「挑戰 2008 六年國發計畫」，本中心承辦全球學術研究網路-亞太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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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建置台灣高品質學術研究網路（TaiWan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TWAREN）及推動台灣知識格網（Knowledge Innovation National Grid, KING）各項旗艦應

用計畫，積極推動國際合作交流，與亞太、歐美等國形成國際科技聯盟，再進而成為全

球學術研究網路的亞太中樞，促進我國國際地位之提昇。 

除此之外，國網中心「挑戰 2008 六年國發計畫」還包括：Medical Grid 醫療格網、

ECO-Grid 生態格網。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未來除積極開拓網際網路創新應用，擴散各項研發成果，

造福更多國人外；更將以不斷提昇服務品質與效率的自我要求，提供各界完善而專業的

科學計算服務，俾使各專業領域研發能量發揮最大效益。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nchc.org.tw/ 

TWAREN 台灣高品質 學術研究網路 http://www.twaren.net/ 

  KING 知識創新格網 http://webgis.nchc.org.tw/kingnew/ 

   Medical Grid 醫療格網 https://www.medicalgrid.org/ 

  ECO-Grid 生態格網 http://ecogrid.nchc.org.tw/ 

 

（六）交通部電信總局 (DGT) 

自 85 年 DGT 改制以來，適逢全球電信自由化浪潮及資訊通信科技蓬勃發展，電信總局

恭逢其盛，在交通部督導下積極開放電信市場，已提供國人高品質、多樣化、安全且價

格低廉的電信服務。DGT 發展重點工作如下：  

 

1. 電信發展的主流趨勢為自由化、國際化及全球化，本部將賡續推動電信自由化與市場

解除管制，落實定期受理執照申請制度，簡化發照程序及進一步放寬經營管制，促進

電信稀少資源之合理分配與有效運用，健全電信事業競爭規範機制，並配合通訊與傳

播匯流趨勢，隨時檢討與調整監理架構。 

2. 為實現數位臺灣之願景，以及使我國成為亞太地區寬頻上網普及率最高的國家之一，

將持續配合推動寬頻到府 600 萬用戶計畫，促進寬頻服務之開發與推廣，使寬頻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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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蓬勃發展，持續提升寬頻上網用戶數。  

3. 為推動數位廣播，以利國內相關產業之發展，本部電信總局規劃 7 個數位廣播頻道，

經行政院新聞局於 93 年 4 月 14 日正式公告開放其中 5 個頻道，計劃發出 3 張全區網

及 5 張區域網等 8 張數位廣播執照，預計 94 年下半年即可正式開播。  

4. 為因應通信、資訊及傳播科技整合之潮流，掌握電信科技與電信產業發展的動向，以

確保我國電信政策及法令符合國際發展趨勢，爰於 93 年 2 月正式設立「財團法人電信

技術中心」，並分階段建置完成電信技術中心所需之能量，期望早日成為具世界水準的

國家級驗證中心，協助臺灣資、通訊產業發展知識型經濟。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dgt.gov.tw/ 

 

（七）行政院研考會（REDC）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民國五十八年三月一日創設，直屬

於行政院，擔任行政院推動革新便民的幕僚角色，其後隨著社會發展之需要，組織功能

迭經調整，目前負責辦理研究發展、綜合計畫、管制考核、資訊管理、政府出版品管理、

地方發展及檔案管理等工作，並於民國九十年設立檔案管理局。 

 

民國九十三年五月二十日陳水扁總統於就職典禮時明確揭示，將以「團結台灣、穩

定兩岸、安定社會、繁榮經濟」為未來施政總目標，行政院游院長亦隨即於新閣座談會

中指示，以「落實台灣主體性、完備生活安全網、建構正常政體、開展策略聯盟布局」

為行政院的四大施政主軸。研考會遵循游院長指示之四大理念，以「國家創新發展的推

手」為角色定位，以推動政府組織重整與流程改造，致力於政策創新研發、決策支援與

整合功能，積極建構國家發展之政策知識庫為本會職能目標，並以下列四項作為優先發

展的策略方向︰ 

1.建立高品質施政知識管理， 

2.強化施政績效管理， 

3.推動提升競爭力的政府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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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擴大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機制。 

過去成立迄今三十餘年來，除順應我國政經發展與社會變遷外，更充分掌握全球化

浪潮的脈動，無論在提供前瞻性決策建議、落實政策執行與評估或在推動電子化政府、

流通政府出版品、營造雙語化環境等方面，均已卓然有成。作為行政院重要的智庫幕僚

機關，秉持政策延續、前瞻改革、繼往開來、挑戰未來之信念，面對日益競爭的國際環

境、及急速變遷的政經社會，本會所肩負任務之挑戰性也將日益加重，尤需整合產、官、

學、研界的共識，增強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及各機關間的協調與互動。 

近年來，研考會持續推動國家行政現代化工程，諸如健全國家檔案管理機制、建構

電子化政府、落實行政機關及國營事業績效評估，政府組織改造工作也都逐漸體現原先

規劃的願景。作為帶動政府創新發展的火車頭，同時面對知識經濟時代及全球化發展與

競爭的環境，本會將承擔更重要的任務，積極扮演提升政策統合及規劃能力的角色，在

既有的厚實基礎上賡續努力，結合各界的力量，形塑更具創新能力的優質政府團隊，全

面提升國家的競爭力，為人民提供更優質的服務。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rdec.gov.tw/mp.asp 

 

（八）行政院主計處電子處理資料中心 

設審查輔導、分析設計、研究訓練、資料處理等四個組；另設秘書、人事、會計、

政風等四個室，分別辦理推動政府機關業務電腦化、建立資通安全通報機制、提供政府

機關相關資訊、建置共通性軟體系統、辦理資訊訓練、建立各類資訊網，發揮網路功能

等業務。  

1. 推動政府機關業務電腦化 

負責審議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研究機構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並查核電腦作業效

率，提供諮詢及協助解決資訊作業遭遇之困難，以加速各機關單位業務電腦化，促

進政府機關資訊作業整體發展。 

2. 建立資通安全通報機制 

建立我國資通安全通報機制，掌握資通安全事件狀況，協調相關單位迅速因應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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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政府機關相關資訊 

每年舉辦全國性電腦資源調查，出版「電腦應用概況報告」，供各機關參考應用。另

每月出版「政府機關資訊通報」，報導政府資訊化現況，促進資訊部門間之技術交流。 

4. 建置共通性軟體系統 

推動「制定縣市行政資訊作業規範計畫」，開發縣市主計及財政資訊系統，以促進中

央與地方資訊之整合交流。建置「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理系統」、開發「全國主計人

員人事資訊系統」，提供各相關單位使用，以提高行政效率。建置「國家中文標準交

換碼全字庫網站」，解決電腦中文字數不足與字碼轉換等問題，促進各機關企業中文

資訊交流互通。自 88 年 7 月成立至今，已建立七萬餘字之國標碼，共提供三十萬人

次上網使用。 

5. 辦理資訊訓練 

辦理各類資訊應用訓練課程，培養政府機關一般行政人員資訊使用能力，並提昇專

業人員技術能力。因應推動電子化政府資訊訓練需求，規劃網路學習，結合教室教

學，以便提昇訓練能量。 

6. 建立各類資訊網，發揮網路功能 

建立「行政院主計處全球資訊網」（http://www.dgbas.gov.tw），提供各界本處業務資

訊，參考運用。建立「行政院主計處行政知識網」（AKM），提供本處同仁使用，提

升行政效率。建立「全國主計網」（eBAS），提供全國主計人員使用，促進主計人員

互通交流。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dgbas.gov.tw 

 

（九）台灣網際網路交換中心 (TWIX) 

台灣的網際網路自民國 84 年 4 月開始收費商用以來，成長十分迅速。台灣網路資

訊中心（TWNIC）於 86 年 1 月成立「網路互連推動組」，並籌設網路交換中心，以提供

各 ISP 業者良好的接續環境。中華電信公司鑒於雙方目標一致，遂於 86 年 4 月向 TWNIC

提出台灣網際網路交換中心（Taiwan Internet eXchange , TWIX）之規劃書，以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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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電信公司負責建設維運，TWNIC 予監督及以指導協助。 

中華電信公司再經過半年多的努力，台灣網際網路交換中心終於 86 年 11 月 26 日建置

完成，並開放服務。台灣網際網路交換中心(TWIX)於 91 年 1 月 25 日通過【第十三次

TWNIC IP 位址及網路協定委員會】IX 認可之審核。 

 

服務項目包括： 

1. 快速的供裝服務 

(1) 用戶申裝及進駐：設有專人受理申請案件及提供用戶申裝進駐前之諮詢服務。 

(2) 介接環境之設立：用戶備妥用戶端及 TWIX 端設備、數據電路後，TWIX 服務小

組將在一個工作天內完成 TWIX 與用戶介接之相關設定工作。 

(3) Public S/W 或互連線路(Cross connect)之接線：用戶申裝 Public S/W 通信埠或 ISP

間互連線路連線，TWIX 服務小組將在一個工作天內完成。 

2. 穩定的基礎設施服務 

     (1) 電力空調：TWIX 機房提供 24 小時不斷電系統，並有柴油發電機備援。 

     (2) 機房保全：TWIX 機房為獨立隔間機房，消防設備齊全，除大樓全天候保全人員外，

大樓入口至 TWIX 機房內，須經過兩道電腦門禁，並設有全天候攝影監視系統提供

良好的保全服務。 

     (3) 網路設備：TWIX 採用雙系統備援設計，包括 Route Reflector、Ethernet S/W 均有

兩部機器相互備援，以確保高系統可用度。  

3. 即時的障礙查修服務 

     (1) 障礙申告受理：TWIX 提供專人專用門號之障礙申告受理服務，且備有 24*7 的輪

值人員待命，提供用戶全年無休的障礙查修服務。 

 (2) 技術諮詢：針對申請連接 TWIX 用戶提供所需之技術諮詢服務。 

   (3) 資訊網站：建置網站提供交換訊務統計、加入及聯絡人員名單等資訊服務。  

4. 查測工具 

   TWIX 以網頁方式提供 Looking Glass 路由查測工具，協助 TWIX 用戶處理障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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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詳細資料請參考：www.twic.net 

 

（十）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成立於一九七零年二月二十五日，其主要之任務包括： 

1. 工業發展政策、策略與措施之擬訂 

2. 工業升級有關計畫之推動 

3. 工業區開發與管理 

4. 工業發展有關財稅金融措施之擬訂 

5. 工業污染防治、工業安全輔導及工廠管理 

6. 一般工業行政管理 

其中電子資訊組分成： 

 通訊科：廣域網路設備、區域網路設備、用戶端設備、通訊關鍵零組件等 

 電子科：半導體設計、半導體製造、電子零組件、消費電子等 

 光電科：光電主被動元件、光學、照明、光記錄媒體、顯示器、電子儀器、鐘錶、

測試設備等 

 資訊科：資訊硬體、資訊軟體、網際網路、網路多媒體等 

為確保台灣的產業競爭優勢，競逐國際市場，工業局將依據經建 會所研擬之「挑戰

二００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結合政府 與民間力量，推動新興重點產業之發展。建

立標竿型產業，帶動關聯產業發展，以提升競爭力，推動半導體產業、影像顯示產業、

數位內容產業、生物技術產業等兩兆雙星產業發展，建立台灣成為各該產業在國際間研

發、製造的營運中心；而為促進研發產業化、資訊服務業高附加價值化、產業文化化及

提升 流通業競爭力，將積極推動研發服務業、設計服務業、資訊應用服務業及文化創

意產業。另外，政府也將推動綠色產業發 展，以維護台灣地區環境品質。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moeaid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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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濟部商業司 

依經濟部組織法第十六條規定，商業司主要職掌如下： 

1. 關於我國商業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2. 關於商業之規劃、管理、輔導、監督及統籌配合事項。  

3. 關於商約、商稅之研究事項。  

4. 關於商標註冊之監督事項（由智慧財產局辦理）。  

5. 關於公司、商業之登記管理及監督事項。（資本額一億元以下委託本部中部辦公室及

北、高市政府辦理） 

6. 關於物質調節及物價管理事項（由各部會依權責辦理）。  

7. 關於商品檢驗之監督事項（由標準檢驗局辦理）。  

8. 關於商品展覽、推廣事項（國外部分由國貿局及外貿協會辦理）。  

9. 關於商業團體目的事業之指導、監督事項。  

10. 關於其他商業行政事項：（如商業會計、市場、攤販、商品標示、全國商業行政資訊

系統、電子工商、特定目的事業、電子遊戲機、商業科技、電子商務、物流、商業

環境、商業投資抵減、優良商店認證、商業人才培訓等業務之規劃、推動與輔導等。）   

 

商業司重大計畫，其中與網路相關如： 

(1) 商業自動化及電子化推動計畫：商業 e 化、全球商業鏈整合及物流運籌 e 化、資通

安全環境建置計畫 

(2) 電子工商暨電子閘門計畫：工商電子閘門系統 

(3) 全國工商管理資訊系統計畫：全國工商管理資訊系統 

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www.moea.gov.tw/~meco/doc/ndoc/default.htm 

 

（十二）中華電信(CHT)及 HiNet 

本公司依據「電信法」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例」，於民國 85 年 7 月 1 日由

當時交通部電信總局改制成立，總資本額為新台幣 964.77 億元，主要業務包括固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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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行動通信，以及數據通信三大領域，提供語音服務、專線電路、網際網路、寬頻上

網、智慧型網路、虛擬網路、電子商務、企業整合服務，以及各類加值服務，係國內營

運經驗最豐富、規模最大之綜合電信業者，也是國際間電信業者重要合作伙伴，在促進

全球化即時訊息溝通、全面提高社會大眾生活品質，以及普遍增強經濟社會運作效率

上，績效卓著。 

 

為迎合行動電話與網際網路廣泛運用所掀起的生活行動化、寬頻化風潮，CHT 將運用既

有穩固基礎，強化核心能力，並透過結盟、合作，擴大電信與網際網路效用，積極開發

行動商務、網路應用，以及寬頻影音多媒體等寬頻服務，使本公司提供之服務成為民眾

生活的幫手，以及廣大企業的經營伙伴。CHT 提供之服務包括： 

 

(1) 數據 e 櫃檯： 

現在您不再需要親赴服務中心或打服務專線，一樣可以 24 小時全年無休地完成包

括：ADSL+HiNet、 月繳制撥接、 易上網、 ISDN 撥接、 HiNet 專線、 等服務。 

(2) 行動 e 櫃檯： 

現在您不再需要親赴服務中心或打服務專線，一樣可以 24 小時全年無休地完成包

括：emome 密碼、申請服務、申告服務、查詢服務、簡訊快遞、網頁熱線等服務。 

(3) 固網 e 櫃檯： 

現在您不再需要親赴服務中心或打服務專線，一樣可以 24 小時全年無休地完成包

括：市內電話、 HiNet ADSL、 其他 ISP ADSL、 查詢服務、 超級信箱 等服務。 

(4) 帳務 e 櫃檯： 

現在您不再需要親赴服務中心或打服務專線，一樣可以 24 小時全年無休地完成包

括：電子帳單、 變更費率、 更改帳址、 補寄帳單、 通話明細、 Combo 儲值卡、 

查詢服務 等服務。 

(5) 障礙 e 櫃檯： 

現在您不再需要親赴服務中心或打服務專線，一樣可以 24 小時全年無休地完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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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市內電話障礙、 ADSL 障礙、 0800 電話障礙、 公用電話障礙、 專線障礙 等

服務。 

詳細資料請參考：www.hinet.net 

 

（十三）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 

工研院是一個具有多重產業技術領域的應用研究機構，設立二十多年來，致力於研

究發展、產業服務等工作，並配合政府推動產業科技政策，以培養我國產業科技實力促

進產業發展。工研院自成立以來，即致力與產業息息相關的研發，為提昇國內之產業技

術層次而努力。 

 

工研院提供企業界多方位的服務，企業界可挑選既有技術，亦可委託開發或改善所

需之特定技術及產品，或雙方共同合作進行研發事宜。此外，包括產業資訊評析、企業

投資評估、新創企業的育成中心，以及開放實驗室等。企業也可藉由該院在各地設置之

服務據點，就近獲取得服務。 

 

工研院新的角色定位，應該要成為「知識創新的開路先鋒」，同仁要向企業學習敢冒險、

重速度的成事之心。此外，未來要「超越研發（Go Beyond R&D）」，落實創意，促成商

機。 

 

台灣的競爭力不一定在於硬體的科技，如何將活力注入科技，變成新的應用，包括工研

院的員工及企業界，大家都需要不斷學習新知。 

詳細資料請參考：www.irti.org.tw 

 

（十四）台北市電腦公會 (TCA) 

電子資訊及知識產業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火車頭及新世紀社會建設的核心動

力。在會員熱烈參與中，TCA 積極溝通產官學研、反應會員心聲、擴大產業價值、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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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進步，全力肩負起產業公會應有的使命。  

  三十而立，從 1974 年十五家會員立會開始，在林榮生、施振榮、侯清雄、劉瑞復、

黃崇仁等歷任理事長，與各屆理監事的領導下，逐步建立了貼近產業脈動、以服務為職

志的工作團隊，為台灣資訊產業應用發展貢獻力量及經驗。  

  在工作執行面，公會組織分為 e 化服務群、電通服務群、軟體服務群、海外拓銷服

務群、會務行政服務群、資訊中心、法務諮詢辦公室、e-Taiwan 推動委員會、兩兆雙星

產業推動小組等，分別在理監事會及專業聯誼會指導下，進行細緻化會員與產業服務的

推動。 

TCA 服務項目包括： 

(1) 展覽服務：本會現舉辦有 Taipei Game Show、電腦多媒體展、軟體展、Computex、

電腦應用展、國際電信網路展、奈米展、訓儲制度研發成果展、蘇州電博會及資訊

月活動，每年累計參觀人潮達 300 萬人次。 

(2) 法務政策建言服務：積極蒐集業界輿情，提供建言給政府及立法單位：如著作權法、

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電子簽章法、商品檢驗制度、高科技人才培育、勞基法、

政府採購法、資訊服務產業發展策略等建言，希望透過產官學研的共同努力，建構

適合我國產業發展的基礎環境。 

(3) 海外拓銷服務：參加全球重要展覽及拓銷團，開拓市場，同時建立 COMPUTEX 

ONLINE 英文網、簡體中文網、IPPC 日文網站，設立日本東京、中國大陸北京及

蘇州連絡處，全年無休媒合全球買主與台灣業者商機，效果深受肯定   

(4) 情報服務：資訊產業瞬息萬變，為此我們發行多種出版品及資訊書廊展示服務。    

(5) 資訊應用推廣：本會帶領會員成立各種 e 化服務團隊，積極參與政府及產業之 e 化

推廣。 

(6) 社會公益活動：公會以實際行動回饋社會，認養發展遲緩兒、補助清寒學童、找回

迷途青少年、協助重殘者開啟就業的春天，並結合會員廠商與台北市政府的力量，

協助低收入戶學童，擁有學習電腦的機會。  

(7) 人才培育與認證服務：開辦國際行銷尖兵班、e-Business 專業經理人養成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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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經理人研習營等實務課程。 

詳細資料請參考：www.tca.org.tw 

 

（十五）資訊工業策進會（III） 

資策會是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於 1979 年成立的財團法人機構。創會之初的兩

項任務宗旨為：推廣資訊技術有效應用，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塑造資訊工業發展環境與

條件，增強資訊產業競爭力。歷經二十餘年的發展，在政府政策及各項計畫支持，以及

與產學研等相關單位共同努力推動之，2003 年我國資通訊產業產值已超過 640 億美元，

資訊應用水準也名列世界前茅。因應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資策會 2000 年第八屆董監

事會議通過新修訂之組織章程。其宗旨為策進我國資訊科技之創新與應用，協助發展知

識經濟，其任務包括  

(1) 擔任政府推動資訊產業發展、資訊科技應用及建構知識經濟環境之智庫 

(2) 協助建構資訊產業及知識經濟發展之基礎與環境建設  

(3) 推動全國各界資訊科技之應用，以提升其生產力及增進國民福祉  

(4) 研發及引進前瞻創新之資訊技術，以協助掌握新興產業機會，並提升我國資訊產業

之國際競爭力  

(5) 培育資訊產業及知識經濟所需之技術與管理人才 

詳細資料請參考：www.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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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平台

民間人事

網站管理者

Internet發展史
資料庫

會員資料庫

事件登入
資料庫

事件登入系統

計畫介紹

討論區

後端

網路大
事記

關鍵人物 研究團隊

相關單位

三、網站漏網資訊收集：www.nethistory.org.tw 

  

網站之設計將秉持著公正且嚴謹的原則，讓每位瀏覽者能清楚瞭解本計畫之任務，

以及需大眾提出所知重要史料。其目標主要是能讓對網際網路發展有所認知、有密切關

係，或是有所見解者，將他們所知我國網路發展的重要事件述說出來，提供給本研究用，

而網站上將設計一套系統，以公開徵求台灣網際網路記事之方式，其網站架構及首頁如

圖九所示。本研究最後將經由資料蒐集與彙整分析、各主要單位及關鍵人物訪談之方

式，將研究初步成果放置網站(www.nethistory.org.tw)供大眾參考。 

 

圖十一 網站架構及首頁(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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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研究計畫討論區(本研究) 

 

 
圖十三 台灣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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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經過一系列有系統的收集、檢視與我國網際網路相關之年鑑、各相關單位大

事紀、碩博士論文及研討會、報章雜誌、相關國內外組織網站、相關書籍等資料後，依

TANet/Internet2/TWAREN、NICI/NII 政策法規、DGT 電信及寬頻建置、TWNIC/Internet 

Governance、e-Government、e-Business、Internet Communities 等構面為發展脈絡，逐一

分析比對我國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相關事件，完成我國 1985 年~2005 年網路發展年序

表，並以此一年序表為基礎，再進一步收集關鍵人物之基本資料，並請其提供對我國網

際網路之貢獻與建議，並實際再進行面對面訪談。從收集資料及訪談過程中，有時備極

艱辛，只是為驗證某一時點發生事件之正確性，有時為能比較完整記錄一項事件，需要

同時比對多份文件，有時為忠實紀錄一樣事件，需要研讀一整本書籍，例如檢視我國

E.164 電話編碼在 ITU 被保留事件始末，有幸研讀陳堯先生之書籍，然後彙整一條事件

列於發展年序中。哪一些事件要不要放入年序表中，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當然在實際

訪談過程及最後座談會中，諸多參與我國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實際見證者，都能提供很

多需要增列或修正事件始末之寶貴意見，為本書之正確性提供實質幫助。本研究之主要

結論如下： 

 

一、結論 

（一）本研究所建立之我國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表，希能廣為各界引用，英文版部份亦

可作為與國際網際網路發展史接軌之用。年序表包括下列三類： 

1. 發展年序詳細版 

2. 發展年序精簡版 

3. 發展年序精簡英文版 

（二） 我國網際網路從教育部電算中心之 BITNET 學術網路開其端始，隨後帶動 TANet

之建立，並以教育部（電算中心）、國科會（國網中心）、中研院（計算中心）

為三足鼎立之架構為基礎（受 NICI/NII 政策之指導），尤其 TANet 代表各級學



 

185 

校充沛之人力資源，由下而上之草根性發展，更是充滿活力，後來進而由 HiNet

扮演全台灣網路基礎建設龍頭角色，Seednet 扮演民營 ISP 服務企業之角色，固

網開放（中華電信、台灣固網、新世紀資通、亞太寬頻電信）之電信自由化趨

勢及相關法規之及時修正、GSN-eGovernment 之積極推動等，都對台灣整體

Internet 之快速發展貢獻良多，台灣網路發展歷程可以說是學術界、政府、民間

共同努力之成果，TANet/TWAREN/GSN/HiNet/TWNIC 等各單位，都扮演具關

鍵性之角色。 

（三）在關鍵人物資料收集及訪談部份，這些人對 Internet 事物之持續熱忱，都非常令

人感動，可能係受 Internet 快速變化脈動之影響，早期參與 Internet 者現都仍然

在不同工作崗位，積極任事，不管在哪一個行業，談及對 Internet 發展之建議，

都有一份特殊使命感與時時刻刻關心的一份情感，諸多訪談內容甚為值得大家

仔細品嚐。 

（四）類似本網路發展史之收集彙整研究，在國內仍甚少。相關單位或有其大事紀，

且資策會 Find 網站係為經濟部科專計畫之一部份，每年網際網路年鑑中之大事

紀，仍以經濟部所屬範圍為主（可能他們仍不覺得），其收集構面仍不夠全面，

TWNIC 之每年大事紀，亦以 IP/Domain Name 相關事項為主，本次之研究係以

整合各相關單位之大事紀及相關政府、民間網站內容，再與專家學者訪談及提

供建議，比對重要事件之發展脈絡，因此建議未來每年應有比較全面之發展記

事整合工作，俾不用年久再行重新翻箱倒櫃拼湊及求證之困難，如果每年仍無

類似整合之工作，則一段時間（如五至七年）仍應有類似本研究之計畫。 

（五）透過 www.nethistory.org.tw 所建立之網站，擬收集民間漏網重要發展事件資料尚

未能有效發揮，仍須持續推廣努力一段時間，以觀察其成效。 

 

二、建議 

本研究建議事項分成兩方面，一方面為對本研究後續發展方向之建議，另一方面為

於收集關鍵人物資料及訪談過程中，這些人物對我國未來網際網路發展所提供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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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一）對本研究後續發展方向之建議 

1.與 APNG 之 Asia Internet History Project 接軌，提供本研究結果之英文版年序表

供其連結，並將研究經驗分享亞太國家網路社群。 

2.持續 www.nethistory.org.tw 之推廣運作。 

3.如有機會將本研究包裝成書籍形式出版，以增加其流通性與普及性。 

（二）收集關鍵人物資料及訪談過程中，這些人物對我國未來網際網路發展所提供之建

議彙整如下，可以提供 TWNIC 或其他政府相關單位參考： 

1. 網路政策方面： 

1.1. 政府善用公權力及電信普及基金，積極介入網路最後一哩建設，包括無線

寬頻佈建、固網共用管溝等措施，建立全民寬頻網際網路環境。 

1.2. 電信自由化推動之後，因於種種客觀因素，仍然無法消除中華電信寡占電

信資源的局面，與日、韓甚至中國大陸等國在基礎電信服務已經形成有效

競爭相較，基礎電信資源寡占將影響我國網際網路應用與服務的長期發

展，政府與國會應該採取有效措施，徹底改善此一問題，即排除一切障礙，

建立電信第一、二類業者真正良性競爭之發展環境。 

1.3. 因應電子商務的發展，應制定完整的法規及管理機制，以確保交易安全及

金流、物流、資訊流上中下游分工之健全。 

1.4. 除應建立公平合理的競爭環境讓業者發揮創意外，宜減少數位落差，平衡

城鄉發展，照顧弱勢族群。 

1.5. 從電子化政府的推動經驗顯示，由於啟動的時間早，推動過程能夠累積許

多經驗、建立各種專業能力，其結果不但對於政府本身運作產生深遠的效

益，甚至是透過政府本身資訊化推動進而影響民間資訊暨網路應用。與此

同時，在電子化政府成效頻頻獲得國際好評情形下，國外友邦人士，也對

於電子化政府的經驗，深感興趣，尋求積極引進，甚至成為政府外交工作

的一個很大助力。因此政府施政如果能夠有前瞻性、長期性的目標，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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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堅定有效的長期執行力，不一定需要非常多的資源投入，成效也能斐

然，同時又能夠產生各種直接、間接效益。 

1.6. 加值服務業者（內容產業）益形重要，儘速建立健全數位內容發展環境。 

1.7. 電信相關法規應有前瞻性以因應網際網路技術之快速發展。 

1.8. 台灣電子商務產業在亞太區具有競爭優勢，政府應該在瞭解實際狀況，尤

其是國際發展趨勢，進而提供政策配合（經常只是法規認定與調整，而不

是經費的配合。政府經費配合經常破壞正常市場機制之運作），而學界在

協助或介入政府政策規劃時，應該先檢討自己所提之意見是否只是教科書

理論，還是理論與實際的合理認知。 

1.9. 政府在規劃未來通訊與網路市場機制，務必透過充足討論，再擬定計畫。

避免在短期或資訊不充足狀態下做成政策與預算之規劃，不止扭曲市場機

制，浪費政府預算，更可能讓台灣未來通訊與網路發展造成不必要的困擾。 

 

2. 國家資訊推動重點工作： 

2.1. 推極鼓勵網路應用研究，例如參與國際 eScience、長期生態觀測網、地震

/土石流觀測網等，促成科學進步、善待地球資源、減少人民損失。 

2.2. 結合相關之國家型計畫，含數位典藏、電信、及數位學習，推動示範計畫，

使豐富的數位內容可以使全民隨時在各地都可以快速有效分享使用。 

2.3. 加強數位內容及數位學習的人才培訓、內容建置及推廣使用。政府訂定優

惠措施，積極扶植國內 ICP 業者，使台灣成為全世界華文媒體中心 

2.4. 加強軟體發展的人才培訓及產業發展。 

2.5. 電信、傳播及網路勢必結成多用用途的服務網，建議研發並鼔勵寬頻應

用，如家用保全、居家看護、遠距教學、網路電視等。 

2.6. 善用寬頻網路普及優勢，促進數位內容產業發展： 

國內寬頻上網普及率甚高，且頻寬持續提升，宜利用此優勢寬頻環境，帶

動國內數位內容產業發展，建議政府研擬短、中、長期策略，結合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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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力量，鼓勵業者積極投入。 

2.7. 積極發展寬頻行動上網(Mobile Internet)： 

國內 ADSL 寬頻市場接近飽和，用戶也充分體認寬頻上網之便捷性，應結

合無線與寬頻優異性能，積極發展寬頻行動上網，不僅可創造國內網際網

路新的成長契機，且可為國內 WISP 與 3G 電信業者，數位內容及手持設

備製造業者營造有利發展環境。 

2.8. e 化學習提供 e 化學習的環境, 提供不間斷學習空間。網路學習已成為未

來教育不可或缺的一環。 

2.9. 創新與應用輔導產業應用 e 化科技加強產業競爭優勢, 鼓勵創新應用服務

提昇產業價值。 

3. 參與國際網際網路會議及活動： 

3.1. 宜更積極參與國際活動，如參加國際會議發表學術論文或擔任跨國網路組

織志願服務性工作，維持台灣在國際網路上的既有地位及自主發言權。 

3.2. 參與國際活動，不只是參與，同時務必有見解，並透過討論溝通，以最合

宜的情況發言。在提出見解時，更應準備充足資料、數據，考量整體利益，

才能讓見解被接受，發揮效益。在國際交流與溝通務必瞭解意見之折衝、

協調是必然的。 

3.3. 參與及貢獻參與國際網路組織, 貢獻台灣能量, 共同創造更優質網路環

境。 

4. 推動組織方面： 

4.1. 「國家傳播暨通訊委員會(NCC)」即將立法成立，數位匯流乃是全球的一

個新趨勢，當然也是各國進入新的競爭機會的起跑點。對於我國而言，雖

然「國家傳播暨通訊委員會」的部分功能是由目前的電信總局以及新聞局

廣播電視處組成。但在其細部組織與功能面，如有可能，應該採取前瞻的

規劃觀念，以因應數位匯流後的產業、社會、文化等等多種層面的發展，

以及提升國家競爭力的角度，設計 NCC 的組織功能，為國家與社會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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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發展奠定良好基礎。 

4.2. 國內中研院、國科會、教育部等各有其網路推動單位，宜建立跨部會層級

委員會，加強其績效評估並促成其積極合作，以期整合綜效之發揮。 

4.3. 我國真正參與貢獻 Internet 事物的人，應該得到更多重視，每一位長期參

與 Internet 事務的人本來就很少，而且都是長期付出很多額外心力，相關

單位例如 TWNIC、國科會、經濟部、教育部、中研院等應更加重視。 

4.4. TWNIC 董監事會組成份子，應加具有代表性，代表網路界各階層之人員，

不僅只是 ISP，應逐漸加入 ICP、法律專家、資安專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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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TANet 與 Internet 國際連線躍登頭版新聞 

 

圖十四 TANet 與 Internet 國際連線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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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WIA 成立大會照片 
 
 

 
圖十五 台灣網際網路協會成立大會 

 

此照片是台灣網際網路協會成立大會紀錄照片，右二（照片中間）為台灣網際網路協會

創會代表之一陳建宏先生（也是台灣網際網路協會章程起草人之一）右一為行政院 NII

小組代表,右三為中華電信代表張來喜博士,右四為 HINET 許副總奎璧,左二是當時的電信

總局公眾電信科林慶恒科長 

 

台灣網際網路協會成立於 1999 年 11 月，由國內從事網際網路相關的業者，包括：網路

服務提供廠商(ISP)、網路內容服務提供廠商(ICP)、電子商務經營業者、入口網站等共同

發起成立，並開放及對網際網路發展有興趣之個人參加。由中華電信數據分公司(HiNet)

副總經理許奎璧先生擔任第一屆理事長。 

 

TWIA 網址：http://www.twi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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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史編撰研究計畫-專家座談會議記錄 
 

日期：民國2005 年12月02日（五） 

時間：15：00—18：00  

地點：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10樓會議室 

地址：臺北市羅斯福路二段9號10樓之1 

 

主持人：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系 楊建民 教授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 陳文生 副教授 

 

出席人員：ICANN ASO AC、APNIC EC 黃勝雄 董事 

          交通大學電算中心網路組 劉大川 組長 

          電信總局專用電信處 黃世雄 副處長 

          台北市電腦公會 翁秋平 顧問 

 

列席人員：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 王三吉 研究生 

紀錄：王三吉 

 

計畫主持人（楊建民）致詞說明本座談會主要目的（略） 

計畫報告人（陳文生）計畫簡報(大綱其餘略) 

• 計畫概略介紹 

– 研究動機 

– 研究流程與架構 

– 預期完成事項進度表 

• 計畫進行概況 

– 編撰目錄 

– 文獻資料蒐集彙整分析 

–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表 

– 關鍵人物資料蒐集與訪談成果 

– Internet 相關組織資訊收集 

– 計畫網站目前成果 

• 待進行事項 

• 專家建議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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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與討論摘要： 

 

▲陳文生： 

在蕃薯藤網路工作小組大事記中記載，台灣的 WWW Server 最早是由蕃薯藤建立

的。在訪談曾黎明教授過程當中求證，他認為 Web Server 學術界到 CERN 註冊最早

的是東南工專，而蕃薯藤則是第一個商業營運的入口網站。 

▲劉大川： 

蕃薯藤的說詞是，東南是最早在 CERN 登記 Web list，但因為當時東南學校的網路

不穩速度慢，所以在網路上搜尋不到，而真正第一個能查到的是蕃薯藤。 

▲楊建民： 

建議在記載事件時可以分開處理。 

 

▲劉大川： 

台灣在從事 Internet 之前，甚至在 TANet 成立 BitNet 之前，當時台灣使用 dial-up modem

上網，那個網路是台灣最大的，名字想不起來了。 

▲翁秋平： 

FidoNet，如果有早期完整的資料，可以考慮加入記載。 

 

▲楊建民： 

在台灣網際網路發展組織關係圖中，裡面的實線、虛線代表何意？ 

▲翁秋平： 

不如把關係連接起來就好，避免有人會誤認為有上下屬關係。 

 

▲翁秋平： 

網站部分可以考慮採用 BLog 方式，或參考 Wikipedia 網站。 

 

▲翁秋平： 

1995 年 8 月可以再加入 SEEDNet 正式商業營運。 

▲劉大川： 

1998 年 8 月是 SEEDNet 成立數位聯合有限公司。 

▲陳文生： 

那個時候仍在資策會內部叫做叫做網路事業群，對吧？ 

 

▲劉大川： 

建議在結論的地方應該多寫些，像電總因為 Internet 修過很多法律、資策會的 SEED

計畫，沒有它的前身也不會有後來的 SEEDNet、HiNet、TANet 等，其實整個台灣

Internet 的成功其時是一點一點大家共同付出所促成的，或許在當時看不到成果，但

要整體的運作才能營造出如今 Internet 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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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大川： 

1997 年 09 月，大眾網路、大致網路、吉立通電信、仲琦科技、阿波羅、索夫特資

訊、凌怡系統、精業等 ISP 宣佈成立 TIPO，這部分早期成立好像不叫 TIPO，可以

再尋問他們會比較清楚。 

 

▲劉大川： 

HiNet 撥接降價也是蠻關鍵，從每分鐘 1.5 元降價到 0.4 元，建議可以參考加入。 

 

▲翁秋平: 

建議將我國寬頻上網人口 100 萬、200 萬這些里程碑寫進去，至少 100 萬要有。 

 

▲陳文生： 

請問 2003 年 03 月，TWNIC 獲電信總局（代表政府）授權與 ICANN 正式簽署.tw 
ccTLD 三方（政府、ICANN 與 TWNIC）授權合約…這地方這樣寫對不對？ 

▲黃世雄： 

我想這樣寫應該沒錯。 

 

▲劉大川： 

在 2002 年 12 月，TANet 協調固網業者提供電路並採購 Gigabit Ethernet 設備，規劃

並建立台灣第一個 Gigabit Ethernet Backbone。這部分其時是表面的，並沒有把背後

提供的兩家公司點出來，中華數分與東森是台灣第一個用(都會網路)MAN 的架構，

這樣寫感覺只有教育部的東西，沒有提到固網的部分。 
▲陳文生： 

我有寫只是沒有提到這兩家公司，了解！ 
▲劉大川： 

另外，差不多在同一時段，和信超媒體也有建全省的 MAN 的部分。 

▲陳文生： 

我想主要以第一個可以提供給大眾的服務記載就可以了。 

▲劉大川： 

也就是這個 MAN 出現，後來國內的銀行金融交換都採用此架構。 

 

▲黃勝雄：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年序表寫的太過於詳細了。 

▲楊建民： 

建議可以再往上彙整出主要的里程碑，建出第一層、二層的概念出來，因為這是一

個發展史應該要詳細說明，這很難取捨。 

▲劉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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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要有非常精簡的版本，列出主要的十幾點出來。 

▲大家： 

 都同意。 

 

▲劉大川： 

另外民間野史的部分，沒有明確的日期當然不容易加入，如果有詳細的時間、有文

字詳細記載史實的部份，可以考慮在開始或結尾的地方提一下，避免民間人事的報

怨。 

▲翁秋平： 

如果只有照片是不行的。 

▲劉大川： 

對，如果只要照片是不行的，它要有個文字部分的說明。 

 

▲劉大川： 

在結論的地方建議多著墨在，將台灣的 Internet 是由很多當初看不到成果的計畫所

累積起來的。 

▲翁秋平： 

或是很多計畫當初的用意不是如此，但卻造就了如今 Internet 的成功。 

▲楊建民： 

我覺得這觀念蠻好的，其實台灣的 Internet 是由下而上(Bottom-up)建立起來的 

，很多東西我們可以種下種子，但我們並沒有辦法去控制它未來的發展，整的東西

是演化出來的。 

 

▲陳文生：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會設在新竹科學原因，也有一些討論，是否是因為當時交大出身

之國科會主委的關係？ 

▲劉大川： 

其實不是這樣的，當初的想法是因為科學園區的很多電子廠商，無法應付市場需

求，必需依靠旁邊的交大，廠商怎麼可以用學校的，這樣是很荒唐的，因為科學園

區是國科會的，國科會自己要有個單位來服務科學園區，這才是第一所資料。拉過

去後，很期待可以扮演科學園區廠商的角色，但後回來的反而是服務學術界，覺對

不是私心。 

 

▲陳文生： 

在訪談賈玉輝參事的時候有提到，當出 HiNet 的名字是他取的，其英文用意在於

“High performance＂、“High usability＂、“High availably＂，另外在中文也有“嗨＂

歡迎大家來使用的意思。 

▲劉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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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不是這樣的，當初的首選名稱是“TInet＂，自許是台灣的 Internet，但遭人亂罵，

才改成 HiNet。 

 

▲黃世雄： 

就之前所談到的，對於民間野史的部分，如果有具體的資料的話，當然可以考慮加

入，如果只有照片可能沒辦法接受。 

▲楊建民： 

可以用個後記的方式分割來處理，至少多多少少都有提到比較好。 

 

▲翁秋平： 

從撥接到 xDSL 是一個蠻重要的關鍵，一個啟動點是 TANet 決定採用 xDSL，另一

個啟動點是，毛董決定擴大 xDSL 的速度，我想這部分可以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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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話說台灣電腦網路史-劉大川撰 

 

交通大學計算機中心劉大川老師於 1994 年 9 月撰寫之「話說台灣電腦網路史」摘錄供

參考： 

 

發信人: ltc@news.cc.nctu (center liu), 信區: Network 
發信站: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Mon Sep 26 17:19:55 1994) 
 

話說台灣電腦網路史 

    說起電腦網路，有幾位先生是必須提到的。 

  因為他們做的事深深的影響了台灣的 INTERNET。 

    ●交通大學鍾乾癸教授領導的國科會計劃 IFNET。 

    ●電信研究所梁隆星博士領導的 FMAN 計劃。 

    ●教育部電算中心余政光主任建立的 BITNET。 

    ●孔祥重先生建議改走 INTERNET。 

    ●教育部電算中心潘晴財主任、曾憲雄主任、陳文生副主任建立 

      TANet。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的張進福教授、魏哲和教授、陳文村教授， 

   推動的國立大學校園網路計劃。  

  ●美國總統柯林頓推動的 internet 民營化。  

  ●Yuan 氏社區網路的曾瑞源先生。  

 

IFNet 

     ７５年開始設立，創始成員為台大電算中心、台北工技學院電算中心、中央大學

資訊所、清華大學計管所、成功大學電機系、及交大計工所。以 DEC Net 利用 x.25 

pvc 聯成的網路。後來又加入了各大專院校電算中心的 DEC 主機，中研院資訊

所，全盛時期有四十幾部 mini 級以上的電腦。後來因為國科會停止補助，通訊費

用與使用量有關常常無法控制，又缺乏國外聯線而終止。但是 IFNet 是國內第一

個真正運轉的電腦網路。     留給我們很重要的網路經驗，成功的網路要靠 開

放的環境，固定的線路支出，國外聯線，和充足的財力。 

 

FMAN 

民國七十七年交通部電信研究所，於新竹地區發展一個實驗網路  FMAN，該網路

分佈於交大、清大、工研院、以及科學園區。此一網路使用 AT&T 的設備，並以

光纖連接四個單位。FMAN 提供 Ethernet Bridge，RS232 及 TN3270 三種功能。交

大、清大以使用 Ethernet Bridge 為主，工研院、科學園區則以 RS232、TN3270 為

主。交大使用 FMAN 的系館包括博愛校區的教學大樓與實驗館，以及光復校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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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館、工三館、工二館、科一館、管理館。清大使用 FMAN 的系館則有計算機

中心、電機系、資管所。此一實驗網路，結合了清大交大近十個系館。並使得交大

與清華大學比其他國立大學提早兩年接觸到網路的便利。這兩年的時間，交大各館

館內的 Ethernet 連結，電腦上的網路軟體，使用者的訓練，都已奠下初步的基礎。

FMAN 的經驗告訴我們，電腦網路技術更新的非常快，兩三年就有一代。再好的技

術也無法保證未來的成功。網路設備的折舊年限不應該超過三年，管道工程 FIBER 

佈放才是持久的投資。 

 

BITNET 

    台灣在 IFNet 時代就曾嚐試聯上 CSNet，經由正式申請，未能成功。後來教育部電算中

心余政光主任任內在 IBM 公司協助下聯上 BITNET。BITNET 採用 IBM RSCS 通訊協

訂，主要功能有 EMAIL、SENDFILE、RJE(REMOTE JOB ENTRY)。缺乏交談功能 

(interactive)。    使用 tree structure 聯線，使用 store and forward 技巧。max line speed 僅

達 56k 為其缺點。bitnet node 不多，僅３、４千個，但廣度很夠。全球各知名網路在 bitnet 

上都有 gateway 可以轉接 email。bitnet node 大多為 IBM site，少部份為 VAX VMS site，

更少部分為 UNIX site。國內 bitnet node 曾有 19 個，BITNET 聯線單位有： 

   中研院電算中心           中央大學電算中心 

   交通大學資工所           交通大學電算中心 VAX1 

   交通大學電算中心 VAX2    行政院同步輻射中心 

   工研院                   資策會電算中心 

   逢甲大學電算中心         教育部電算中心 

   東吳大學電算中心         台灣大學電算中心 VAX2 

   台灣大學電算中心         大同工學院電算中心 

   淡江大學電算中心         工技學院電算中心 

   電信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原分所 

 國內 BINTET 的興起，直接造成了 IFNET 的萎縮。BITNET 功能不全，採用

封閉的通訊協訂，但是 BITNET 是台灣第一個有國際聯線的電腦網路。 

 

從 BITNET 到 INTERNET 

今天很多人認為申請一條專線，往美國一聯，就有 INTERNET 了。台灣當年走

過這段路程的艱辛是外人難以想像的。申請 CSNET 行文出去幾個月後對方回

答只收美加會員。申請 ARPA NET 叫你轉國務院，不買電腦，國務院誰理你。

求助 INTERNIC 回說只管 IP ADDRESS 與 DOMAIN NAME 的申請，連線不

負責。後來經高人指點，別管那麼多，找個關係好的大學，先聯上去再說。研

究是一定要領先法律，領先行政程序的，等那些手續都完備了研究就別做了。

何必管電信法規，線路先到手再說。這位高人是孔祥重先生。 

 

T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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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t 受到的干擾比 SEEDNet 少，學術研究的身份固為主因，只做不說，留點面

子給電信局也是原因之一。TANet 充分利用區域網路中心，分擔教育部電算中心的

工作，提高各學校的參與感，應該也是成功的原因。中山大學在高雄的成功應為明

證。TANet 可能是教育部花錢最少又受大家歡迎的項目之一。過去各大學電算中心

不相往來，購買設備軟體耗材，常被生意人各個擊破。因為 TANet 的關係各校計

算機中心同仁常見面，互相熟識以後，資源共享，資訊共享，技術交流，都變為可

能。應為 TANet 最大的附帶功能。 

 

科技顧問室 

    科技顧問室連續四年補助各國立大學建立校園網路，培養了足夠的網路使用者，建

立良好的 local LAN，是 TANet 成功的最大功臣。連續三年補助重點科系電腦設

備，是平抑國內工作站售價的最大功臣。 

 

INTERNET 

  INTERNET 歷年一直由美國政府資助。開放的環境快速的溝通，一直是國防工業的

根本。美蘇合解後軍事對立降低，財政不良。無法繼續補助，又放不下這國防工業

學術研究的根本。只得為 INTERNET 另闢財源，希望由民間的力量在政府的鼓勵

下，來保住 INTERNET。 SPRINT、AT&T MCI 等電話公司，都開始介入商業的 

INTERNET。台灣電信局，一直無意介入 internet，一直到它的同行，美國、香港、

日本的電話公司都在極短的時間裏開始提供 internet 的服務。才使它覺悟到，推廣 

internet 不只是配合政策，不只是部長的交辦業務，好像還是電話公司的潮流，可

能還可以賺錢。 

 

Yuan 氏社區網路 

  西元１９９４年中，台灣 internet 上出現第一個個人經營的 internet 網路。網路的

名稱提供服務的方式、內容，不是討論的重點。更重要的是他是台灣 INTERNET 繼 

TANet、SEEDNet、HiNet 之後的第一個網路，Yuan 氏社區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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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際 Internet 發展史 
 

1950s ] [ 1960s ] [ 1970s ] [ 1980s ] [ 1990s ] [ 成長 ] [ 答客問 ] [ 資料來源 ]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v4.0 

by 
Robert H'obbes' Zakon 

Internet Evangelist 
The MITRE Corporation  

毛慶禎 編譯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Copyright (c)1993-9 由 Robert H Zakon 編著, 祗要在文章的最後, 加上

本項版權說明, 並連結至本文所在的網頁, 在非營利的原則下, 可以自由引用全部或部份內容。需要紙本

的話, 可以來信索取。至於商業性的用途, 請先與著者及譯者連繫, 單純的連結, 也請先用電子郵件和著

者及譯者連繫, 告知連結處的 URL。 
本文的觀點是著者本人的, 與 MITRE 公司無涉, 也沒有任何關連。 
著者感謝網際網路協會 (Internet Society) 熱心贊助網頁空間, 譯者感謝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熱心贊

助中文版的網頁空間, 也謝謝網友的建議, 更感謝網友幫忙著者做族譜的研究。 
 

1950s 
1957  

蘇聯發射人造衛星史潑尼克號 (Sputnik), 美國在國防部內成立高級研究計畫局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 將科技轉移至軍事用途。(:amk:)  

 
1960s 

1961  
7 月, Leonard Kleinrock, MIT 發表論文: "Information Flow in Large Communication Nets" (July)  

• 第一篇有關分封 (packet-switching, PS) 理論的文章。  
1962  

J.C.R. Licklider & W. Clark, MIT: "On-Line Ma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ugust)  
• Galactic Network 的觀念, 包括了分散式社會互動行為。  

Paul Baran, RAND: "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 分封網路  

1965  
ARPA 贊助電腦分時共用網路計畫  

• MIT Lincoln Lab 的 TX-2 和 加州 Santa Monica 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的 Q-32 在沒有分封的情況下, 透過 1200 bps 的電話專線, 直接連結 ; 稍後, 在 
ARPA 上的迪吉多公司電腦, 也加入行列, 形成一個 "實驗性網路"。  

1966  
10 月, Larry Roberts, MIT: "Towards a Cooperative Network of Time-Shared Computers"  

• 第一個 ARPANET 計畫  
1967  

4 月, Larry Roberts 在美國密西根州的 Ann Arbor 召開 ARPA IPTO PI 會議, 討論 ARPANET 
的設計理念。  
ACM 作業原則研討會  

• Larry Roberts 出版有關分封網路的第一篇計畫: "Multiple Computer Networks and 
Intercomputer Communication  

• RAND, NPL, ARPA 這三個獨立的分封網路團隊, 首次聚在一起開會。  
在 Donald Watts Davies 的主持下, 英國 Middlesex 的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NPL) 
發展 NPL 資料網路, 並確立使用封包 (packet) 這個術語。  

1968  
向高級研究計畫局簡報 PS 網路。  
8 月, 向 ARPANET 呈遞建議需求書, 9 月, 得到回應。  
10 月, 加州大學洛山磯校區 (UCLA) 獎助 Network Measurement Center。  
Bolt Beranek and Newman, Inc. (BBN) 獎助 Packet Switch 合約, 以建造 Interface Message 
Processors (IM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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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參議員愛德華‧甘乃迪, 向 BBN 致賀電報, 恭賀該公司取得 10 億美元的 ARPA 合約, 建

造 "Interfaith" Message Processor, 並感謝他們全心的奉獻。  
Steve Crocker 帶領下的 Network Working Group (NWG), 規劃出 ARPANET 最上層的通訊

協定。 (:vgc:)  
1969  

美國國防部主持的 ARPANET 決定以 Bolt Beranek and Newman, Inc. (BBN) 生產的 
Information Message Processors (IMP) [Honeywell 516 迷你電腦, 主記憶體有 12K], 配上 
AT&T 提供的 50K 專線, 研究網路的:  
節點 1: UCLA - Univ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9 月 30 日)  

• 功用: 網路測量中心  
• 作業系統: SDS SIGMA 7, SEX  

節點 2: SRI -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10 月 1 日)  
• NIC  
• SDS940/Genie  
• Doug Engelbart 的計畫 "Augmentation of Human Intellect"  

節點 3: UCSB (11 月 1 日)  
• Culler-Fried Interactive Mathematics  
• IBM 360/75, OS/MVT  

節點 4: Univ of Utah (12 月)  
• Graphics  
• DEC PDP-10, Tenex  

   
   
   
第一份 Request for Comment (RFC): Steve Crocker 寫的 "Host Software"  
RFC 4: Network Timetable  
10 月, 首次傳送點對點的訊息, 由 UCLA 的 Charley Kline 傳送至 SRI, 因為誤送一個 
LOGIN 的 G, 以致系統當機。  
Univ of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and Wayne State Univ 為它們的學生、教員及校友建立 X.25 
Merit 網路  (:swl:)  

 1970s 
1970  

3 月, AFIPS 出現第一篇 ARPANET 報告 "Computer Network Development to Achieve 
Resource Sharing"  
夏威夷大學的 Norman Abrahamson 發展出來的 ALOHAnet, 是第一個無線分封網路, 7月順利

運作。 (:sk2:)  
• 1972 年與 ARPANET 連結  

ARPANET 主機採用 Network Control Protocol (NCP) 通訊協定, 這是第一個主機對主機的通

訊協定。  
AT&T 公司以 56K 專線, 連結 UCLA and BBN, 完成第一個跨國連結, 爾後, 這條線成為 BBN 
和 RAND 之間的專線, 第二條線是連結 MIT 和 Utah。  

1971  
網路上有 15 個節點(23 部主機): UCLA, SRI, UCSB, Univ of Utah, BBN, MIT, RAND, SDC, 
Harvard, Lincoln Lab, Stanford, UIU(C), CWRU, CMU, NASA/Ames  
BBN 以較便宜的 Honeywell 316 架構 IMPs, 它祗能連結 4 個主機; 到了 9 月, BBN 又發展

出終端機型 IMP (TIP), 可以支擾 64 部主機。 that supports up to 64 hosts (September)  
在 BBN 服務的 Ray Tomlinson, 發明電子郵件軟體, 可在分散式網路上發送郵件, 原來的軟體

有兩個部份: 內部機器用的電子郵件軟體 (SENDMSG) 及實驗性的檔案傳送軟體 (CPYNET) 
(:amk:irh:)  

1972  
3 月, 修改 ARPANET 上的電子郵件, 立刻成為熱門的軟體。從型號 33 的 Teletype 裡, 選定 
@ 符號, 做為 "at" 的意思。  
7 月, Larry Roberts 撰寫第一個電子郵件管理軟體, 其功能有: 列表、選讀、夾檔、轉送、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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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電腦通訊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在美國首

府華盛頓希爾頓飯店召開, Bob Kahn 運用 Terminal Interface Processor (TIP), 展示有 40 部電

腦連結的 ARPANET。  
舉行第一次的電腦聊天行為, 於電腦通訊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期間, 由位在史丹福大學的精神科病人 PARRY 和位於 BBN 的醫師對談。  
Vinton Cerf 擔任主席的 InterNetworking Working Group (INWG), 研發出在各種通訊協定裡的

定址技術。; 1994 年, INWG 成為 IFIP 的 6.1 工作小組。(:vgc:)  
在 Louis Pouzin 主持下, 建立法國的 ARPANET - CYCLADES  
RFC 318: Telnet specification  

1973  
ARPANET 首次國際化: 連結英國的倫敦大學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及挪威的 Royal 
Radar Establishment。  
5 月, Bob Metcalfe 的哈佛大學博士論文首次提出 Ethernet 的概念; 在全錄公司的 PARC Alto 
電腦裡實際測試, 第一個乙太網路稱為 Alto Aloha 系統 (:amk:)  
Bob Kahn 發表 Internet 的議題, 在 ARPA  研究 Internet; 3 月, Vinton Cerf 在舊金山的一家

旅館大廳描繪閘道的概圖。 (:vgc:)  
9 月, Cerf 和 Kahn 在英國的 Univ of Sussex 的 INWG 簡報 Internet 概念。   (:vgc:)  
檔案傳輸規格問世 (File Transfer, RFC 454)  
在  ARPAnet 公佈 Network Voice Protocol (NVP) 的規格 (RFC 741) 及應用實例  (:bbl:)  
3 月, SRI (NIC) 開始出版 ARPANET 新聞群; ARPANET 的使用者約有 2,000 名。  
ARPA 的研究顯示, 75%的 ARPANET 流量為電子郵件。  
12 月 25 日, 聖誕節鎖 - 哈佛大學的 IMP 硬體出了問題, 向其他的 ARPANET 終端機送出 0 
位元的訊息, 造成其他的 IMP 把流量轉向哈佛大學。  
RFC 527: ARPAWOCKY  
RFC 602: The Stockings Were Hung by the Chimney with Care  

1974  
Vint Cerf 和 Bob Kahn 發表論文 "A Protocol for Packet Network Intercommunication", 描述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gram (TCP) 的細節。 (:amk:)  
BBN 開放 Telenet, 第一個提供公共封包資料服務的機構, 也就是商業版的 ARPANET。 
(:sk2:)  

1975  
Internet 的作業管理, 轉移給 DCA, 現改名為 DISA。  
Steve Walker 編出第一個 ARPANET 郵遞名單 MsgGroup, 該名單並非自動管理, 很來由 
Einar Stefferud 接手管理; 科幻小說郵遞名單 SF-Lovers 成為早期最受歡迎的非官方名單。  
John Vittal 發展出來的 MSG, 是第一個綜合性的電子郵件軟體, 包括回覆、轉寄及排序的功能。  
首次的 TCP 通訊協定, 由 Stanford、BBN 和 UCL 經由衛星線路穿越兩洋, 與夏威夷和英國

連結。  
Raphael Finkel 在 SAIL 撰寫的 "Jargon File" 發行第一版。  (:esr:)  
John Brunner 寫 Shockwave Rider。 (:pds:)  

1976  
2 月, 英國女王依莉莎白二世從 RSRE(Malvern) 發出一封電子郵件。  
AT&T Bell Labs 發展出 UUCP (Unix-to-Unix CoPy), 一年後和 UNIX 同時發行。  
發展出 Multiprocessing Pluribus IMPs  

1977  
Univ of Wisconsin 的 Larry Landweber 製出 THEORYNET, 利用電子郵件系統和 telnet 進

入伺服器, 同時發送 100 多封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的規格定案 (RFC 733) 。  
Tymshare 公佈 Tymnet 。  
7 月, 在 BBN 的閘道上, 用 ARPANET/Packet Radio Net/SATNET 操作 Internet 的通信協

定。  (:vgc:)  
1978  

3 月, TCP 規格分列為 TCP 和 IP。  
RFC 748: TELNET RANDOMLY-LOSE Option  

1979  



 

205 

在 Larry Landweber 主持下, Univ of Wisconsin、DARPA、NSF、及其他大學的電腦科學家共

同成立一個電腦科學系, 專門研究電腦網路。  
Tom Truscott、Jim Ellis 及 Steve Bellovin 等人, 在 Duke 和 UNC 之間, 用 UUCP 建立 
USENET, 所有的討論群都列在 net.* 之下。  
U of Essex 的 Richard Bartle 和 Roy Trubshaw, 推出第一個 MUD 遊戲, MUD1。  
ARPA 成立 Internet Configuration Control Board (ICCB)。  
在 DARPA 的資助下, 成立 Packet Radio Network (PRNET), 大部份的工作都在車庫等地方完

成, ARPANET 經由 SRI 連結。  
4 月 12 日, Kevin MacKenzie 以電子郵件對 MsgGroup 建議在單調的文字之外, 加上情緒符號, 
例如 -) 表示伸出舌頭, 他的意見在當時有若干爭議, 最終還是成為風潮。  

 1980s 
1980  

10 月 27 日, 意外出現的自我繁殖病毒, 造成 ARPANET 完全停擺。,  
第一部 C/30 級的 IMP 出現在 BBN。  

1981  
BITNET (Because It's Time NETwork) 成立  

• 由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開始的合作網路, 首先向耶魯大學連結。  
• 因為採用 IBM 系統的 NJE 通訊協定, 原先以 There 取代 Time。  
• 以電子郵件、討論群和檔案傳輸方式, 傳遞資訊。  

Univ of Delaware、Purdue Univ、Univ of Wisconsin、RAND 公司及 BNN 等單位, 在 NSF 贊

助下, 為那些沒有加入 ARPANET  的大學, 成立 CSNET (Computer Science NETwork), 提供

電子郵件等網路服務; 後來演變為 Computer and Science Network(:amk,lhl:)  
C/30 IMP 成為網路的寵兒; SAC 的第一部 C/30 TIP 完成。  
France Telecom 在全法國各地佈署 Minitel (Teletel)。  
Vernor Vinge 完成 True Names(:pds:)  
RFC 801: NCTP/TCP Transition Plan  

1982  
挪威採取 TCP/IP 協定, 經由 SATNET 連上網際網路; UCL 套裝  
DCA 和 ARPA 為了 ARPANET, 特別建立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CP) 和 Internet 
Protocol (IP) 配套協定, 稱為 TCP/IP(:vgc:)  

• 由此而產生第一個對 internet 的定義: 以 TCP/IP 方式連結的網路。  
• DoD 宣佈將 TCP/IP 當成它的標準(:vgc:)  

EUUG 建立 EUnet (European UNIX Network), 提供電子郵件及 USENET 服務 (:glg:)  
• 荷蘭、丹麥和英國可以直接連結  

外部閘道通信協定 (External Gateway Protocol, EGP, RFC 827) 確立, 網路間的閘道採用此規

格。.  
1983  

元旦, Univ of Wisconsin 發明名稱伺服器, 使用者不必知道其他系統的正確路徑, 就可以利用它

們。  
從 NCP 切換至 TCP/IP。  
不再使用 Honeywell 或 Pluribus 的 IMP; TIP 被 TAC 取代。  
德國司徒嘉和韓國上網  
今年稍早, Movement Information Net (MINET) 開始在歐洲運作, 9 月正式上網。  
CSNET / ARPANET 閘道開始運作  
ARPANET 分為 ARPANET 和 MILNET 兩個網路; 後者和去年成立的 Defense Data 
Network 合併。  
桌上型工作站上市, 很多都配備 Berkeley UNIX (4.2 BSD)系統, 以及 IP 網路軟體。 (:mpc:)  
原來的網路由許多大型分時電腦構成, 現在則轉由區域網路構成。  
成立 Internet Activities Board (IAB) 取代原來的 ICCB。  
EARN (Europe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Network) 成立, 在 IBM 贊助下, 採用和 BITNET 
類似的閘道。  
Tom Jennings 建立 FidoNet。  

1984  
引進領域名稱系統 Domain Name System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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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數量突破 1,000 台。  
採用 UUCP 的 JUNET (Japan Unix Network) 成立。  
英國採用 Coloured Book 通訊協定, 將稍早的 SERCnet 改組為 JANET (Joint Academic 
Network)。  
USENET 採用 Moderated 討論群(mod.*)  
William Gibson 建立 Neuromancer。  
加拿大以一年的時間, 佈建其大學間的網路, 從多倫多向綺色佳 Ithaca 連線, NetNorth Network 
正式連上 BITNET。(:kf1:)  
Kremvax 宣佈蘇聯加入 USENET。  

1985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WELL) 啟用。  
由 DCA 和 SRI 負責的 DNS 管理, 交給位於 USC 的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ISI), 
做為登錄 NIC 之用。  
3 月 15 日, 第一個登錄的領域名稱出爐 Symbolics.com, 其他的是: cmu.edu, purdue.edu, 
rice.edu, ucla.edu (4 月); css.gov (6 月); mitre.org, .uk (7 月)  
費了百年時間, 才讓加拿大的火車軌道橫跨兩洋, 使加拿大的所有大學連上 NetNorth, 祗用了

一年的時間。(:kf1:)  
RFC 968: 'Twas the Night Before Start-up  

1986  
NSFNET 成立 (骨幹的速率為 56Kbps)  

• NSF 建立五個超級電腦中心, 開放給所有的美國人使用:  Princeton 的 JVNC, 
Pittsburgh 的 PSC, UCSD 的 SDSC, UIUC 的 NCSA, Cornell 的 Theory Center  

• 各地的大學特別喜歡這個措施  
NSF 贊助的 SDSCNET, JVNCNET, SURANET, 和 NYSERNET 開始運作 (:sw1:)  
IAB 之下, 成立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和 Internet Research Task Force 
(IRTF) 兩個工作小組, IETF 的第一次會議於 1 月在 San Diego 的 Linkabit 舉行。  
在 Society for Public Access Computing (SoPAC) 的贊助下, 在 7 月 16 日召開第一屆 Freenet 
(Cleveland) 線上會議, 後來在 1989 年, 再由 National Public Telecomputing Network (NPTN) 
召開(:sk2,rab:)  
為了在 TCP/IP 架構下增強 Usenet 的新聞功能, 設計出 Network News Transfer Protocol 
(NNTP)。  
Craig Partridge 設計的 Mail Exchanger (MX), 讓非 IP 網路主機也能有領域名稱位址。  
USENET 改名, 它的討論群於次年改名  
BARRNET (Bay Area Regional Research Network) 成立, 採用高速線路連結, 次年開始運作。  
AT&T 公司架設在美國紐澤西州的 Newark 和紐約州的 White Plains 之間的光纖線路, 突然

斷線, 造成英格蘭地區無法連上網路。ARPANET 在英格蘭地區的 7 條骨幹, 全部連在一起, 以

致在 12 月 12 日清晨 1:11 至 12:11 之間, 全部離線。  
NSF 和 Merit Network, Inc. 簽約, 讓該公司管理 NSFNET 骨幹, 後來, Merit、IBM、和 MCI 合

組 ANS。  
Rick Adams 和 Mike O'Dell 實驗的結果, 得到 Usenix 的贊助, 成立 UUNET, 做為 UUCP 
和 Usenet 的商業化基礎。  
3 月, 召開第一屆 TCP/IP Interoperability Conference, 次年改名為 INTEROP 。  
德國和中國以 CSNET 通訊協定, 直接交換電子郵件, 9 月 20 日收到來自中國的第一封信 
(:wz1:)  
1000th RFC: "Request For Comments reference guide"  
主機數量突破 10,000 台  
BITNET 主機突破 1,000 台  

1988  
11 月 2 日, 網路蟲 (Internet worm) 肆虐,  Internet 的六萬台主機中, 至少有六千台受影響。 
(:ph1:)  
DARPA 成立 CERT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以因應 Morris 蟲害事件。  
美國國防部採用 OSI 並以 TCP/IP 為中介, 藉著 US Government OSI Profile (GOSIP) 要求

所有的政府採購案, 必須融入該協定。(: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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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美國聯邦支助下, 完全由地方單位贊助的 Los Nettos 網路成立。 (贊助者有: Caltech, 
TIS, UCLA, USC, ISI).  
NSFNET 骨幹頻寬提昇至 T1 (1.544Mbps)  
Susan Estrada 主持成立 CERFnet (Californi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ederation network)  
12 月,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 成立。  
Jarkko Oikarinen 發展出 Internet Relay Chat (IRC)(:zby:)  
首批加拿大的區域性網路加入 NSFNET: ONet 經由 Cornelt 加入, RISQ 經由 Princeton 加入, 
BCnet 經由 Univ of Washington 加入 (:ec1:)  
FidoNet 和 Internet 連線, 方便交換電子郵件和新聞 (:tp1:)  
已與 NSFNET 連線的國家: Canada (CA), Denmark (DK), Finland (FI), France (FR), Iceland 
(IS), Norway (NO), Sweden (SE)  

1989  
主機數量突破 100,000 台  
歐洲的網路服務商成立 RIPE (Reseaux IP Europeens), 以便經營整個歐洲的 IP 網路(:glg:)  
商業性和 Internet 的電子郵件互通聲息: MCI Mail 經由 Corporation for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 (CNRI) 交換郵件, Compuserve 經由 Ohio State Univ 交換郵件 (:jg1,ph1:)  
CSNET 和 BITNET 合併為 Corporation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ing (CREN)。  
AVCC 和 CSIRO 成立 AARNET  - Australian Academic Research Network, 次年正式營運 
(:gmc:)  
在美國加州 San Jose 召開第一屆 First Interop 會議(:lb1:)  
Clifford Stoll 的 Cuckoo's Egg, 訴說一個德國駭客入侵美國多個電腦的真實故事。  
RFC 1121: Act One - The Poems  
RFC 1097: TELNET SUBLIMINAL-MESSAGE Option  
已與 NSFNET 連線的國家: Australia (AU), Germany (DE), Israel (IL), Italy (IT), Japan (JP), 
Mexico (MX), Netherlands (NL), New Zealand (NZ), Puerto Rico (PR), United Kingdom (UK)  

 1990s 
1990  

ARPANET 停用  
Mitch Kapor 成立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  
在 McGill 大學服務的 Peter Deutsch、Alan Emtage 及 Bill Heelan 共同研發 Archie 軟體  
Univ of Saskatchewan 的  Peter Scott 研發出 Hytelnet 軟體  
World comes on-line (world.std.com) 是第一家商業性的網路撥接公司  
ISO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SODE) 用於美國國防部的 OSI 移殖體, ISODE 軟體讓 OSI 
應用軟體可以在 TCP/IP 環境執行 (:gck:)  
加拿大的十家地區性網路籌組 CA*net, 成為加拿大的國家骨幹, 直接和 NSFNET 連線(:ec1:)  
經由 SNMP 控制的機器 Internet Toaster, 成為第一部可以透過 Internet 搖控的機器, 由 
John Romkey 連接上網。照片在: Internode, Invisible  
RFC 1149: A Standard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IP Datagrams on Avian Carriers  
RFC 1178: Choosing a Name for Your Computer  
已與 NSFNET 連線的國家: Argentina (AR), Austria (AT), Belgium (BE), Brazil (BR), Chile (CL), 
Greece (GR), India (IN), Ireland (IE), Korea (KR), Spain (ES), Switzerland (CH)  

1991  
NSF 取消網路上的商業限制後, General Atomics (CERFnet)、Performance Systems 
International, Inc. (PSInet)及 UUNET Technologies, Inc. (AlterNet), 共同成立 Commercial 
Internet eXchange (CIX) Association, Inc.(:glg:)  
Brewster Kahle 研發完成 Wide Area Information Servers (WAIS), 由 Thinking Machines 
Corporation 發行。  
Univ of Minnessota 的 Paul Lindner 和 Mark P. McCahill, 研發成功 Gopher。  
CERN 的 Tim Berners-Lee 研發成功 World-Wide Web (WWW) (:pb1:)  
Philip Zimmerman 研發成功 PGP (Pretty Good Privacy)(:ad1:)  
經由 US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ct (Gore 1), 美國建立 N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NREN)。  
NSFNET 骨幹頻寬昇級至 T3 (44.736Mbps)  
NSFNET 的流量衝破 1 trillion bytes/月, 及 10 billion packets/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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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ystems Inc. 從 5 月開始, 取代 SRI 的工作, 並經由 DISA 和 Defense Data 
Network NIC 簽約。,  
英國的 JANET IP Service (JIPS) 從原來的 Coloured Book 軟體轉換為 TCP/IP; IP 並且切入 
X.25 (:gst:)  
RFC 1216: Gigabit Network Economics and Paradigm Shifts  
RFC 1217: Memo from the Consortium for Slow Commotion Research (CSCR)  
已與 NSFNET 連線的國家: Croatia (HR), Czech Republic (CZ), Hong Kong (HK), Hungary 
(HU), Poland (PL), Portugal (PT), Singapore (SG), South Africa (ZA), Taiwan (TW), Tunisia 
(TN)  

1992  
元月, Internet Society (ISOC) 成立  
IAB 重組, 命名為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 成為 Internet Society 的一部份。  
主機數量突破 1,000,000 台  
3 月開播 MBONE 音效, 11 月開播視訊  
4 月成立 RIPE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er (NCC), 對歐洲的提供網址註冊和協調相關 
Internet 服務。(:dk1:)  
Univ of Nevada 發行 gopher 的檢索軟體 Veronica。  
世界銀行 World Bank 上線。  
Jean Armour Polly 創造 "Surfing the Internet" 術語 (:jap:)  
Rick Gates 開始 Internet Hunt。  
RFC 1300: Remembrances of Things Past  
RFC 1313: Today's Programming for KRFC AM 1313 - Internet Talk Radio  
已與 NSFNET 連線的國家: Antarctica (AQ), Cameroon (CM), Cyprus (CY), Ecuador (EC), 
Estonia (EE), Kuwait (KW), Latvia (LV), Luxembourg (LU), Malaysia (MY), Slovakia (SK), 
Slovenia (SI), Thailand (TH), Venezuela (VE)  

1993  
NSF 成立 InterNIC, 提供特定的 Internet 服務: (:sc1:)  

• 目錄和資料庫服務 (AT&T 提供)  
• 註冊服務 (Network Solutions Inc. 提供)  
• 資訊服務 (General Atomics/CERFnet 提供)  

美國的總統府 - 白宮 (http://www.whitehouse.gov/) 上線:  
• 總統 Bill Clinton: president@whitehouse.gov  
• 副總統 Al Gore: vice-president@whitehouse.gov  

網路上出現新的蟲 - WWW Worms (W4), 同時有 Spiders, Wanderers, Crawlers, and 
Snakes ...  
Internet Talk Radio 開始播送 (:sk2:)  
聯合國 United Nations (UN) 上線 (:vgc:)  
美國國家資訊基礎建設法 US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ct  
企業和媒體開始注意 Internet  
9 月, InterCon International KK (IIKK) 是日本第一個商業性的網路服務供應商, 次月, TWICS 
經由 IIKK 的專線, 提供撥接服務。  
Mosaic 像旋風一樣橫掃 Internet, WWW 以 341,634% 的年成長率快速前進, Gopher 的成長

率是 997%.  
RFC 1437: The Extension of MIME Content-Types to a New Medium  
RFC 1438: IETF Statements of Boredom (SOBs)  
已與 NSFNET 連線的國家: Bulgaria (BG), Costa Rica (CR), Egypt (EG), Fiji (FJ), Ghana (GH), 
Guam (GU), Indonesia (ID), Kazakhstan (KZ), Kenya (KE), Liechtenstein (LI), Peru (PE), 
Romania (RO), Russian Federation (RU), Turkey (TR), Ukraine (UA), UAE (AE), US Virgin 
Islands (VI)  

1994  
ARPANET/Internet 成立 25 週年  
美國麻塞諸塞州的 Lexington 及 Cambridge 成為首批直接上線的社區。  
美國參議院和眾議院 House 提供資訊伺服器  
網路商店上線  
在 Las Vegas, Interop 的 RT-FM, 是第一個網路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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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聯聖彼得堡的 Vladimir Levin 是第一個 Internet 銀行搶匪, 從 6 月到 8 月之間, 從 Citibank 
偷走幾百萬美元。  
美國的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建議把 GOSIP 融入 TCP/IP, 
並揚棄祗限 OSI 環境的要求 (:gck:)  
美國亞利桑納州的法律事務所 Canter & Siegel, 發布大量的電子郵件廣告, 推銷其綠卡業務, 
網友發火回應。  
NSFNET 的流量突破 10 trillion bytes/月  
經由 Hut 可以在網路上訂匹薩。  
依照 NSFNET 的封包及位元組流量統計, WWW 超越 telnet, 成網路上的第二大服務 (第一名

是是 ftp)。  
日本首相 (http://www.kantei.go.jp/) 上網  
英國的財政大臣(http://www.hm-treasury.gov.uk/) 上網  
紐西蘭總理 (http://www.govt.nz/) 上網  
第一個網路銀行 First Virtual 上網  
三家網路電台全天播放: WXYC at Univ of NC, WJHK at Univ of KS-Lawrence, KUGS at 
Western WA Univ  
10 月, RARE 和 EARN 合併為 Trans-Europea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Association (TERENA), 其代表來自 CERN 和 ECMWF 等 38 個國家或機構,  TERERNA 的

任務是 "推動和參與高品質的國際資訊和通訊基礎建設的發展, 以便於研究和教育的工作"  
RFC 1605: SONET to Sonnet Translation  
RFC 1606: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sage Of IP Version 9  
RFC 1607: A VIEW FROM THE 21ST CENTURY  
已與 NSFNET 連線的國家: Algeria (DZ), Armenia (AM), Bermuda (BM), Burkina Faso (BF), 
China (CN), Colombia (CO), Jamaica (JM), Lebanon (LB), Lithuania (LT), Macau (MO), 
Morocco (MA), New Caledonia, Nicaragua (NI), Niger (NE), Panama (PA), Philippines (PH), 
Senegal (SN), Sri Lanka (LK), Swaziland (SZ), Uruguay (UY), Uzbekistan (UZ)  

1995  
NSFNET 回復其研究網路的本質, 美國的 Internet 骨幹轉交給聯網的廠商辦理  
NSF 提供超高速骨幹網路 very high speed Backbone Network Service (vBNS)服務,  成為新的 
NSFNET 主要任務, 連結各超級電腦中心: NCAR, NCSA, SDSC, CTC, PSC  
香港警方封閉所有的網路供應商線路, 祗留下一條通道, 搜查駭客, 一萬多人受到影響, 無法上

網 (:api:)  
5 月 23 日, 昇陽公司公開 JAVA 技術。  
RealAudio 讓網路的音效接近即時的效果  
Radio HK 是第一個全天候發音的商業電台  
根據 NSFNet 的流量統計, 3 月時, WWW 的封包流量, 4 月的位元組流量, 分別超越 ftp, 成為 
Internet 的最大服務項目。  
美國傳統的撥接系統廠商 (Compuserve, America Online, Prodigy), 開始提供 Internet 服務  
若干網路相關廠商上市,  8 月 9 日, Netscape 成為 NASDAQ IPO 市值第三高廠商  
領域名稱不再免費, 9 月 14 日開始, 每年收 50 美元, 但是 NSF 繼續付 .edu 的費用, 並暫時

代付 .gov 的費用  
羅馬教庭 (http://www.vatican.va/) 上網  
加拿大政府 (http://canada.gc.ca/) 上網  
第一個網路追捕行動由美國的秘勤局 Secret Service 和 藥物局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DEA) 聯手完成, 抓到三個非法製造販售拷貝行動電話 (王八機) 設備的人  
Operation Home Front 上線, 從此以後, 軍人可以經由 Internet 從戰場和家人連繫  
根據美國的武器輸出相關法律, Richard White 成為第一位個人武器輸出者, 因為 RSA 的檔案

安全編碼方式, 讓他的武器輸出更安全(:wired496:)  
RFC 1882: The 12-Days of Technology Before Christmas  
已註冊領域名稱的國家: Ethiopia (ET), Cote d'Ivoire (CI), Cook Islands (CK) Cayman Islands 
(KY), Anguilla (AI), Gibraltar (GI), Vatican (VA), Kiribati (KI), Kyrgyzstan (KG), Madagascar 
(MG), Mauritius (MU), Micronesia (FM), Monaco (MC), Mongolia (MN), Nepal (NP), Nigeria 
(NG), Western Samoa (WS), San Marino (SM), Tanzania (TZ), Tonga (TO), Uganda (UG), 
Vanuatu (VU)  
年度科技獎: WWW, 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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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獎: 可攜程式碼 (JAVA, JAVAscript), 虛擬環境 (VRML), 合作工具  
1996  

美國的電信公司害怕網路電話, 要求國會禁止該技術  
元月 16 日, 馬來西亞總理馬哈地、巴解領袖阿拉法特和菲律賓總統羅慕斯在網路上, 直接對話

10 分鐘。  
美國通過清流法案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CDA), 禁止在網路上傳送色情資訊, 幾個月

後, 三位法官引用該法, 對民眾判刑。1997 年時, 最高法院一致同意該法案違憲, 應予廢除。  
9,272 機關行號沒有付領域名稱費用, 被 InterNIC 撤銷其原先的註冊。  
若干美國的 ISP 當機, AOL (19 hours), Netcom (13 hours), AT&T WorldNet (28 hours - email 
only), 令人疑惑它們是否有能力支援使用者。  
tv.com 以 15,000 美元賣給 CNET 公司。  
駭客運用雜誌上公開的技術, 不斷攻擊 SYN, 迫使美國紐約的公共網路公司 Access Networks 
Corp (PANIX) 不得不關閉。(2600)  
MCI 提昇其骨幹, 增加 13,000 個埠, 將頻寬由 155Mbps 提昇至 622Mbps.  
Internet Ad Hoc Committee 計畫增加 7 個最高層領域名稱 (generic Top Level Domains, 
gTLD): .firm、.store、.web、.arts、.rec、.info、.nom 等, 並且打算把全球的註冊業務交給具競

爭力的機構辦理。  
USENET 遭到惡意的攻擊,  被刪除 25,000 多筆訊息。  
流覽器之爭開始, 主要對手是 Netscape 和 d Microsoft 這兩家公司, 進入白熱化的發展, 新的

測試版各得到四分之一網友的青睬。  
RFC 1925: The Twelve Networking Truths  
各國對 Internet 的限制:  

• 中國: 使用者和 ISP 都需向警察登記  
• 德國: 切斷某些 Compuserve 上的討論群  
• 沙烏地阿拉伯: 將 Internet 的連線範圍, 限制在大學和醫院裡。  
• 新加坡: 要求政治和宗教性的內容, 必須向國家登記  
• 紐西蘭: 將電腦磁碟片歸類為出版品, 以便檢查和沒收  
• 資料來源: 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超高速骨幹網路 very high speed Backbone Network Service (vBNS) 有新的結點: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Georgia Tech, Iowa State Univ, Ohio State Univ, Old Dominion Univ, Univ 
of CA, Univ of CO, Univ of Chicago, Univ of IL, Univ of MN, Univ of PA, Univ of TX, Rice Univ  
已註冊領域名稱的國家: Qatar (QA),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CF), Mauretania (MF), Oman 
(OM), Norfolk Island (NF), Tuvalu (TV), French Polynesia (PF), Syria (SY), Aruba (AW), 
Cambodia (KH), French Guiana (GF), Eritrea (ER), Cape Verde (CV), Burundi (BI), Benin (BJ) 
Bosnia-Hercegovina (BA), Andorra (AD), Guadeloupe (GP), Guernsey (GG), Isle of Man (IM), 
Jersey (JE), Lao (LA), Maldives (MV), Marshall Islands (MH), Mauritania (MR),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MP), Rwanda (RW), Togo (TG), Yemen (YE), Zaire (ZR)  
年度駭客獎: US Dept of Justice (17 Aug), CIA (19 Sep), Air Force (29 Dec), UK Labour Party (6 
Dec)  
年度科技獎: Search engines, JAVA, Internet Phone  
新科技獎: Virtual environments (VRML), Collaborative tools, Internet appliance (Network 
Computer)  

1997  
第二千個 RFC 2000th RFC: "Internet Official Protocol Standards"  
已有 71,618 個郵遞名單向 Liszt 登錄。  
從 1998 年 3 月開始,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 (ARIN) 將取代原來的 Network 
Solutions (InterNIC), 辦理 IP 位址的管理和註冊業務。  
6 月, CA*net II 開始運作, 採用 ATM/SONET 系統, 建構下一代網路。  
為了抗議網域名稱系統 (DNS) 被獨佔, AlterNIC 的老闆 Eugene Kashpureff, 侵入網域名稱系

統, 所有想進入  www.internic.net 都被引導入他的網站 www.alternic.net。  
business.com 網域名稱以 150,000 美元成交。  
7 月 17 日清晨, 由於 Network Solutions 的人為失誤, 造成 .com 和 .net 的 DNS 對照表失靈, 
數以百萬計的系統隔絕在 Internet 之外。  
向 InterNIC 註冊的最長領域名稱是: CHALLENGER.MED.SYNAPSE.UAH.UALBER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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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hois 資料庫裡, 有 101,803 名稱伺服器  
RFC 2100: The Naming of Hosts  
已註冊領域名稱的國家: Falkland Islands (FK), East Timor (TP), R of Congo (CG), Christmas 
Island (CX), Gambia (GM), Guinea-Bissau (GW), Haiti (HT), Iraq (IQ), Lybia (LY), Malawi (MW), 
Martinique (MQ), Montserrat (MS), Myanmar (MM), French Reunion Island (RE), Seychelles 
(SC), Sierra Leone (SL), Somalia (SO), Sudan (SD), Tajkistan (TJ), Turkmenistan (TM),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TC), British Virgin Islands (VG), Heard and McDonald Islands (HM), 
French Southern Territories (TF), British Indian Ocean Territory (IO), Scalbard and Jan Mayen 
Islands (SJ), St Pierre and Miquelon (PM), St Helena (SH), South Georgia/Sandwich Islands 
(GS), Sao Tome and Principe (ST), Ascension Island (AC), Tajikstan (TJ), US Minor Outlying 
Islands (UM), Mayotte (YT), Wallis and Futuna Islands (WF), Tokelau Islands (TK), Chad 
Republic (TD), Afghanistan (AF), Cocos Island (CC), Bouvet Island (BV), Liberia (LR), 
American Samoa (AS), Niue (NU), Equatorial New Guinea (GQ), Bhutan (BT), Pitcairn Island 
(PN), Palau (PW), DR of Congo (CD),   
年度駭客獎: Indonesian Govt (19 Jan, 10 Feb, 24 Apr, 30 Jun, 22 Nov), NASA (5 Mar), UK 
Conservative Party (27 Apr), Spice Girls (14 Nov)  
年度科技獎: Push, Multicasting  
新科技獎: Push, Streaming Media [:twc:]  

1998  
本文的英文原文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被認可為 RFC 2235 及 FYI 32  
元月 30 日, 美國商業部 (Depart of Commerce (DoC)) 發表綠皮書, 6 月 5 日發表白皮書。  
法國在 3 月 20 -21 日舉行全國網際網路嘉年華會 La Fête de l'Internet。  
全球的網頁數: 迪吉多公司估計為 275,000,000 頁, NEC 則估計為 320,000,000 頁。  
廠商蜂湧至土庫曼共和國, 註冊為 .tm, 英文註冊商標的縮寫。  
3 月 27 日, Internet 使用者參與一場世界滑冰賽的評審, 這是第一次由觀眾參與電視體育節目的

評審。  
5 月 4 日, 在 Network Solutions 註冊的網域名稱達到 2,000,000 個。  
美國郵政局 US Postal Service 發行電子郵票, 可以從網路上購買及下載印刷郵票。  
加拿大最早的光纖網路 CA*net 3, 淘汱出局。  
10 月 21 日, CDA II 和被禁的網路稅 (Net taxes) 又重回美國的法律之林。  
11 月 2 日, ABCNews.com 意外的把測試美國選擇的結果, 提早一天公佈  
11 月 25 日, 美國商業部與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umbers (ICANN) 簽署協

議,   將政府機構的 DNS 轉換為商業界之用。  
12 月 8 日, 美國舊金大停電時, 未在外地設置對映的網站, 全數停擺。  
12 月, 林海將 30,000 份電子郵件名單交給美國的 Internet 雜誌, 遭中國審判, 罪名是 "意圖

顛覆政府"。  
公開軟體原始碼, 蔚為風潮。  
RFC 2321: RITA -- The Reliable Internetwork Troubleshooting Agent  
RFC 2322: Management of IP numbers by peg-dhcp  
RFC 2323: IETF Identification and Security Guidelines  
RFC 2324: Hyper Text Coffee Pot Control Protocol (HTCPCP/1.0)  
已註冊領域名稱的國家: Nauru (NR), Comoros (KM)  
寬頻網站: Winter Olympics (Feb), World Cup (Jun-Jul), Starr Report (11 Sep), Glenn space 
launch  
年度駭客獎: US Dept of Commerce (20 Feb), New York Times (13 Sep), China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 (26 Oct), UNICEF (7 Jan)  
年度科技獎: E-Commerce, E-Auctions, Portals  
新科技獎: E-Trade, XML  

 成長 
Internet | Networks | WWW | USENET | Security  

Internet 成長  
   Date       Hosts        |      Date       Hosts     Networks   Domains 
   -----    ---------      +      -----    ---------   --------  --------- 
    1969            4      |      07/89      130,000        650      3,900 
   04/71           23      |      10/89      159,000        837 
   06/74           62      |      10/90      313,000      2,063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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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7          111      |      01/91      376,000      2,338 
   08/81          213      |      07/91      535,000      3,086     16,000 
   05/82          235      |      10/91      617,000      3,556     18,000 
   08/83          562      |      01/92      727,000      4,526 
   10/84        1,024      |      04/92      890,000      5,291     20,000 
   10/85        1,961      |      07/92      992,000      6,569     16,300 
   02/86        2,308      |      10/92    1,136,000      7,505     18,100 
   11/86        5,089      |      01/93    1,313,000      8,258     21,000 
   12/87       28,174      |      04/93    1,486,000      9,722     22,000 
   07/88       33,000      |      07/93    1,776,000     13,767     26,000 
   10/88       56,000      |      10/93    2,056,000     16,533     28,000 
   01/89       80,000      |      01/94    2,217,000     20,539     30,000 
                           |      07/94    3,212,000     25,210     46,000 
                           |      10/94    3,864,000     37,022     56,000 
                           |      01/95    4,852,000     39,410     71,000 
                           |      07/95    6,642,000     61,538    120,000 
                           |      01/96    9,472,000     93,671    240,000 
                           |      07/96   12,881,000    134,365    488,000 
                           |      01/97   16,146,000               828,000 
                           |      07/97   19,540,000             1,301,000 
註: 1998 年 1 月以後, 會有更精確的調查數據, 正確的數據如下圖, 請參見資源來源部份。 
 
   Date      Hosts      |   Date      Hosts      |   Date      Hosts 
   -----  -----------   +   -----  -----------   +   -----  ----------- 
   01/95    5,846,000   |  07/96    16,729,000   |   01/98   29,670,000 
   07/95    8,200,000   |  01/97    21,819,000   |   07/98   36,739,000 
   01/96   14,352,000   |  07/97    26,053,000   | 

Internet 主機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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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領域 
 

 
  

Internet 網路 
 

 
  
網路成長: (I)nternet (B)ITNET (U)UCP (F)IDONET (O)SI  
           ____# 國家數____                         ____# 國家數____ 
   日期     I   B   U   F   O                  日期     I   B   U   F   O 
   -----   --- --- --- --- ---                 -----   --- --- --- --- --- 
   09/91    31  47  79  49                     02/94    62  51 125  88  31 
   12/91    33  46  78  53                     07/94    75  52 129  89  31 
   02/92    38  46  92  63                     11/94    81  51 133  95  -- 
   04/92    40  47  90  66  25                 02/95    86  48 141  98  -- 
   08/92    49  46  89  67  26                 06/95    96  47 144  99  -- 
   01/93    50  50 101  72  31                 06/96   134  -- 146 108  -- 
   04/93    56  51 107  79  31                 07/97   171  -- 147 108  -- 
   08/93    59  51 117  8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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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 
 

 
全球資訊網:  
   日期      網站     |   日期      網站     |   日期      網站        
   -----  ----------  +   -----  ----------  +   -----  ----------   
   06/93         130  |   04/97   1,002,512  |   10/98   3,358,969 
   09/93         204  |   05/97   1,044,163  |   11/98   3,518,158 
   10/93         228  |   06/97   1,117,255  |   12/98   3,689,227 
   12/93         623  |   07/97   1,203,096  | 
   06/94       2,738  |   08/97   1,269,800  | 
   12/94      10,022  |   09/97   1,364,714  | 
   06/95      23,500  |   10/97   1,466,906  | 
   01/96     100,000  |   11/97   1,553,998  | 
   06/96     252,000  |   12/97   1,681,868  | 
   07/96     299,403  |   01/98   1,834,710  | 
   08/96     342,081  |   02/98   1,920,933  | 
   09/96     397,281  |   03/98   2,084,473  | 
   10/96     462,047  |   04/98   2,215,195  | 
   11/96     525,906  |   05/98   2,308,502  | 
   12/96     603,367  |   06/98   2,410,067  | 
   01/97     646,162  |   07/98   2,594,622  | 
   02/97     739,688  |   08/98   2,807,588  | 
   03/97     883,149  |   09/98   3,156,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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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 
 

 
USENET 成長:  
   日期  網站   ~MB  ~Posts   群組   |  日期    網站   ~MB   ~Posts   群組 
   ----  -----  ---  ------  ------  +  ----  -------  ---   ------  ------ 
   1979      3            2       3  |  1987    5,200    2      957     259 
   1980     15           10          |  1988    7,800    4     1933     381 
   1981    150  0.05     20          |  1990   33,000   10    4,500   1,300 
   1982    400           35          |  1991   40,000   25   10,000   1,851 
   1983    600          120          |  1992   63,000   42   17,556   4,302 
   1984    900          225          |  1993  110,000   70   32,325   8,279 
   1985  1,300  1.0     375          |  1994  180,000  157   72,755  10,696 
   1986  2,200  2.0     946     241  |  1995  330,000  586  131,614 
 
      ~ 大約: MB - 每天百萬位元組, Posts - 每天文章 
安全意外: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 ---- ---- ---- ---- ---- ---- ---- ---- ---- ---- ---- 
   意外            |    6  132  252  406  773 1334 2340 2412 2573 2134 2497 
   報告            |    1    7   12   23   21   19   15   18   27   28   12 
   受創            |                                     171  345  311  200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答客問 
1. 為什麼要編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從 1990 年以來, 在各種課程都需要用到它。  
2. 如何取得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可以從 http://www.isoc.org/zakon/Internet/History/HIT.html 取得英文版, 中文版在 
http://www.lins.fju.edu.tw/~mao/internet/HIT.html, 對內容有意見, 請寄到 
hobbes@hobbes.mitre.org, 對中文譯文的指教, 請寄到 mao@blue.lins.fju.edu.tw 。  

3. 你在 MITRE 擔任什麼職位?  
我設計未來的足球鞋 (笑話, 別當真 :-)。實際上, 我的頭銜還不少: Net Evangelist, HCI 
Engineer, Systems Integrator, Information Engineer, NIDR Administrator, Lead Scientist, 
Instructor, Cognitive Scientist, Infosec Engineer, manager, He with the Most Toys  

4. 為什麼不列出 Internet 的使用人數?  
這件事的爭議生太大, 著者可不想引起網友發火, 可能的數字在 1 到 60 億之間 (全世界人口

也不過 60 億)。  
5. 你的汽車牌照真的是 NET SURF 嗎?  

是的, 而且外框的上面還有 INTERNET 這個字, 我的電子郵件帳號在下緣 (內人對此有點不好

意思:) ㄡ, 保險桿上寫的是 "I'd Rather Be Net Surfing"。 
買了新車後, 還需要把這些印上去的資料, 轉移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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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可以重印這篇文章, 或摘錄部份內容等 ... ?  
寫封電子郵件給我, 就會有答案。對非營利的使用, 多半是 '可以的', 營利的行為, 多半的答覆是 
'或許', 如果尊重著作權法, 給我一封電子郵件, 稍等一兩天, 就會有答案。  

7. Peddie (Ala Viva!), CWRU (North Side), Amici Usque Ad Aras (OH Epsilon)  
知道這題的答案, 請寫電子郵件給我。  

 資料來源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的資料來自很多地方, 以下所列祗是部份:  
Cerf, Vinton (as told to Bernard Aboba). "How the Internet Came to Be." 
這篇文章引自 "The Online User's Encyclopedia," by Bernard Aboba. 
Addison-Wesley, 1993. 
 
Hardy, Henry. "The History of the Net."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碩士論文 
http://www.ocean.ic.net/ftp/doc/nethist.html 
 
Hardy, Ian.  "The Evolution of ARPANET email." UC Berkeley, 史學論著 
http://server.berkeley.edu/virtual-berkeley/email_history 
 
Hauben, Ronda and Michael. "The Netizens and the Wonderful World of the Net." 
http://www.columbia.edu/~hauben/netbook/ 
 
Kulikowski, Stan II. "A Timeline of Network History." (著者的電子郵件信箱如下) 
 
Quarterman, John. "The Matrix: Computer Networks and Conferencing Systems 
Worldwide."  Bedford, MA: Digital Press. 1990 
 
"ARPANET, the Defense Data Network, and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Volume 1.  Editors: Fritz Froehlich, Allen Kent.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 1991 
 
Internet 的相關成長數據來自: 
  - Mark Lottor 編輯有關主機的數據: 
             ftp://ftp.nw.com/pub/zone/ 
    說明: 1998 年元月以來, 採用較新的計算方式, 以求取更準確的主機數目。  
  - Larry Landweber 編輯有關連線的數據:  
             ftp://ftp.cs.wisc.edu/connectivity_table/ 
 
WWW 的成長數據來自: 
  - MIT 的 Matthew Gray 編輯網頁的數據: 
             http://www.mit.edu/people/mkgray/net/web-growth-summary.html 
  - Netcraft 在 http://www.netcraft.com/survey/ 
 
USENET 的成長數據來自 Quarterman 和 Hauben sources 的努力, 再加上 news.lists 裡張貼的資

料。 
有關 USENET 的歷史性資料, 則由 Tom Fitzgerald (fitz@wang.com) 提供。 
CERT 的成長數據來自本身的報告 ftp://ftp.cert.org/ 
 
其他的成長圖表 (方塊圖、對數圖) 來自 
http://www.is-bremen.de/~mhi/inetgrow.htm. 
 
Arnaud Dufour (arnaud.dufour@hec.unil.ch) 提供了很多有用的 URL。  
 
相關的時程表: 
  - DNS: http://www.wia.org/dns-law/pub/timeline.html 
  - JAVA: http://java.sun.com/events/jibe/timeline.html  
 
其他的有關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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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 
         by Katie Hafner & Matthew Lyon 
  - "Nerds 2.0.1: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ternet" 
         by Stephen Segaller 
  - "Architects of the Web: 1,000 Days That Built the Future of Business" 
         by Robert H. Reid 
  - "Netizens: 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Usenet and the Internet" 
         by Michael Hauben et al 
  - "Exploring the Internet: A Technical Travelogue" 
         by Carl Malamud 
 
---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的執筆者, 他們的名字縮寫分別出現在文章的最後 (:zzz:): 
 
ad1 - Arnaud Dufour (arnaud.dufour@hec.unil.ch) 
amk - Alex McKenzie (mckenzie@bbn.com) 
bb1 - Billy Brackenridge (billyb@microsoft.com) 
clg - C. Lee Giles (giles@research.nj.nec.com) 
dk1 - Daniel Karrenberg (Daniel.Karrenberg@ripe.net) 
ec1 - Eric Carroll (eric@enfm.utcc.utoronto.ca) 
esr - Eric S. Raymond (esr@locke.ccil.org) 
feg - Farrell E. Gerbode (farrell@is.rice.edu) 
gck - Gary C. Kessler (kumquat@hill.com) 
glg - Gail L. Grant (grant@glgc.com) 
gmc - Grant McCall (g.mccall@unsw.edu.au) 
gst - Graham Thomas (G.S.Thomas@uel.ac.uk) 
irh - Ian R Hardy (hardy@uclink2.berkeley.edu) 
jap - Jean Armour Polly (mom@netmom.com) 
jg1 - Jim Gaynor (gaynor@agvax.ag.ohio.state.edu) 
kf1 - Ken Fockler (fockler@hq.canet.ca) 
lb1 - Larry Backman (backman@ultranet.com) 
lhl - Larry H. Landweber (lhl@cs.wisc.edu) 
mpc - Mellisa P. Chase (pc@mitre.org) 
pb1 - Paul Burchard (burchard@cs.princeton.edu) 
pds - Peter da Silva (peter@baileynm.com) 
ph1 - Peter Hoffman (hoffman@ece.nps.navy.mil) 
rab - Roger A. Bielefeld (rab@hal.cwru.edu) 
sc1 - Susan Calcari (susanc@is.internic.net) 
sk2 - Stan Kulikowski (stankuli@uwf.bitnet) - see sources section 
sw1 - Stephen Wolff (swolff@cisco.com) 
tb1 - Tim Burress (tim@twics.com) 
tp1 - Tim Pozar (pozar@kumr.lns.com) 
twc - Thomas W. Creedon - K'o Wei Li (tcreedon@hpti.com) 
vgc - Vinton Cerf (vcerf@isoc.org) - see sources section 
wz1 - W. Zorn (zorn@ira.uka.de) 
zby - Zenel Batagelj (zenel.batagelj@uni-lj.si) 
 

 :-) :-) :-) :-) :-) :-) ;-) 請幫助著者 (-: (-: (-: (-: (-: (-: (-:  
請大家幫忙著者做點尋根的工作, 在各位的當地電話簿裡, 找尋有關 Zakon 的資料 (姓名、電話、地址、

城市), 請把資料電郵給我: rhz@po.cwru.edu。 
最新訊息: 謝謝網友的支持, 本年又增加了 43 位, 這十年的找尋, 現在已有 180 位 Zakon 了。 

 原文資料 
檔案名稱: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v4 
檔案位置: http://www.isoc.org/zakon/Internet/History/HIT.html 
修訂日期: 1998 年 12 月 31 日 
著者: Robert H'obbes' Zakon, zakon@info.isoc.org 
摘要:網際網路紀要記載形成網際網路的關鍵事件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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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TANet 2005 研討會發表論文 

台灣網際網路發展歷程研究之初探 
 

 陳文生              王三吉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wschen@ccms.nkfust.edu.tw    u9324804@ccms.nkfust.edu.tw 
 

摘要 
 

我國網際網路(Internet)至今已蓬勃發展，但到

目前為止仍無相關文獻詳實記載其發展歷程。本研

究從發展政策、基礎建設、資訊應用、社會文化及

民間社群及活動等分析構面，與組織、事件與關鍵

人物之關係來進行單位及關鍵人物之訪談，並藉由

時間軸逐一檢視各構面之具體事實與代表性事

件。本研究初步成果包括我國網際網路推動相關組

織關係、發展歷程階段(醞釀期、發展期、成長期、

應用擴充期)、大事記及主要發展圖示指標、收集資

料之網站設計等，本研究尚屬初探研究，未來將持

續進行台灣網際網路發展關鍵人物訪談、正式編撰

台灣網際網路發展史年序表（1986 年—2004 年）

中英文版本，並藉由關鍵人物之訪談，提供對我國

網際網路未來發展方向之建議。 
 

關鍵詞：網際網路發展史、TANet、HiNet、Seednet。 
 

1. 前言 

Robert A. Heinlein 曾說：「忽略歷史則不會

有過去，也不會有未來」（A generation which 

ignores history has no past -- and no future. 

[1] )，在國外目前研究全球網際網路發展史相關

之資料及專案，大都記錄在 http://www.isoc.org/ [2]

網站上，類似之專案都持續再進行，而且如澳洲、

泰國及部分歐洲國家也都又類似之本國專案。 

 

2. 研究動機 

最近有一些事件讓人想起台灣網際網路發展史

之編撰是一件必須進行之工作： 

(一) APNG（Asia Pacific Networking Group [3]）最

近發起一個建立 Asia Internet History 計畫，預

計將亞州地區之網際網路發展關鍵事件與人

物，進行歷史性的收集與回顧。 

(二) 中國China Blog [4]公布一份中國互連網絡中心

CNNIC 所編撰之中國互連網發展之編年史，內

容甚為詳細完整。 

(三) 經濟部委託資策會最近每年公布之網際網路應

用及發展年鑑[5]，比較重視網際網路之應用層

面，且僅屬於分年之冗長敘述，其它如基礎建

設、學術研究網路等方面之發展層面仍然缺

乏，尤其是早期台灣網際網路發展過程之詳細

連續記載之文獻，則付之闕如，引用甚為不足

且不方便。 

(四) 全球網際網路發展之歷史及相關國家，也都有

類似網際網路發展史之專案[2]。 

因此，如能有系統全盤檢視過去十餘年來，台

灣網際網路之發展歷程，就有歷史價值之文件紀

錄，予以收集彙整，並訪談過程中之關鍵單位及重

要人物，請他們提供及回憶過去發展歷史階段之第

一手資訊，將會是非常值得之一項紮根工作，而對

我國網際網路之鑒往知來，即是本研究之原始動

機。 

 

3. 研究背景及相關研究之探討 
我國尚無就我國網際網路發展之歷史過程，做

有系統之訪談、彙整及編年序表之資料，尤其是我

國網際網路早期發展之資料。雖然如此，不過仍有

一些零星之單位文件、碩士論文及報章雜誌資料。

經檢視此相關過去相關研究之背景資料之來源，大

致上檢討分析如下： 

(一) 相關政府之網際網路推動單位之相關出版物與

統計資料 

1、教育部電算中心簡訊（含早期之研究服務簡

訊）[6]：教育部電算中心是我國網際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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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源地，早期推動 BITNet、TANet 及

TWNIC 轉型初期之資料，都將會是我國網

際網路發展過程之珍貴資料，如能有機會彙

整分析，將留下歷史性之見證與揭示我國早

期網際網路發展之軌跡。 

2、中研院計算中心通訊[7][8]：可以追蹤記載

中研院參與我國研究網路建置之構成，尤其

是如建立都會光纖網路等過程。 

3、國家高速網路及計算中心（NCHC）通訊：

可以追蹤記載 NCHC 由高速電腦資源服務

轉型成為與高速網路結合之歷程，及其後來

建構 TANet2 與 TWAREN 之過程。 

4、資策會科專計畫之相關出版物（資訊工業年

鑑、網際網路應用及發展年鑑）及 FIND 網

站相關統計資料[9][10]：資策會經由科專計

畫，多年編列有資訊工業年鑑、網際網路發

展年鑑，唯其編年序之資料分析構面係以應

用為主，且無跨年度資料之分析。 

5、TWNIC 通訊、電子報及相關文獻與統計資

料[11][12]：TWNIC 轉型前及轉型後所出版

之 TWNIC 通訊、電子報及相關資料，對我

國網際網路發展之歷程與國際網際網路之

管轄機制（Internet Governance）等，都有

相當深入之記載。 

6、電信總局（DGT）統計資料[13]：DGT 推動

電信自由化、修正電信法、主管第一類、第

二類電信事業及負責 e-Taiwan 計畫中如寬

頻 600 萬到府等基礎建設計畫，都對台灣網

路實體基礎建設扮演樞紐角色。 

7、行政院科技顧問組（資訊發展推動小組

NICI）：從 1998 年 NII 中程推動方案、到

e-Taiwn 計畫，在國家網際網路政策面扮演

資源整合及協調推動之角色。 

8、台灣電腦網路危機處理中心（TWcert）相

關資料： TWcert 是負責病毒及資安事件

之民間通報與協助處理之單位，其相關資料

亦值得作為本研究之參考。 

(二) 相關關鍵人物之文章：懇請訪談關鍵人提供。 

(三) 媒體報章雜誌之報導：包括經濟日報、中國時

報、聯合報、資訊傳真雜誌、網路通訊、光碟

月刊、自動化科技、e 天下、Find 網站等。 

(四)論文資料 

1、政大新聞所黃慧櫻 1999 年碩士論文所撰「台

灣網際網路的變遷—一個政治經濟角度的初

步觀察」[14]。 

2、中原大學電子工程所宋志楊 2002 年博士論

文所撰「我國網際網路發展策略與科技應用

之研究」[15]。 

3、國立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研究生施依萍

1996 年所撰「台灣網路的發展歷程與環境的

互動： 系統生態學的觀點」[16]。 

4、世新大學公共傳播學系研究生郭良文 1997

年所撰「台灣網際網路興起之政治經濟學分

析：一個全球化發展的觀點」[17]。 

 

4.研究方法 
4.1 研究範圍 

本研究從發展政策、基礎建設、資訊應用、社

會文化及民間社群及活動等分析構面，與組織、事

件與關鍵人物之關係來進行單位及關鍵人物之訪

談，並藉由時間軸逐一檢視各構面之具體事實與代

表性事件，其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 1 網際網路發展分析構面與組織、事件 

及關鍵人物關連圖(本研究) 

 
4.2 研究流程 

本研究研擬單位拜訪、關鍵人物訪談問題後，

預計拜訪之主要單位包括：台灣網路資訊中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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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電算中心、國科會國家實驗研究院國網中心、

中研院計算中心、交通部電信總局、行政院資訊發

展推動小組( NICI )、行政院研考會、行政院主計處

電子中心、中華電信(含 TW IX )、資策會、工研院、

TCA 等十至十五個單位。 

預計拜訪之關鍵人物包括於我國網際網路發

展初期，如 BITNET、TANet、

TANet2/Internet2/TWAREN、 HiNet、SeedNet、

TWcert 等，及後續推動 NII 三年 300 萬、e-Taiwan

之 600 萬寬頻到府等之關鍵人物，預計拜訪約三十

位關鍵人物。 

由於時間、人物與實景場域可能不復存在之限

制，此過程一定仍然無法毫無疏漏的完整呈現台灣

網際網路發展之全貌，但將本忠實記載並以取得歷

史記載事實之公信力為最主要目標。 

 為彌補上述之不足，思考如 nethistory.info 利用

網站向所有網路使用者，公開徵求全球網際網路記

事之方式，並預計利用網站向所有網路使用者，公

開徵求全球網際網路記事之方式，嘗試建立一個網

站收集一些未曾正式紀錄過之事件及文件，包括公

開徵求民間網際網路歷史文件及記錄資料，這些記

錄或文件與網路發展歷程也可能有密切關係者，如

早期之 BBS、open source 軟體之發展過程等，尤其

是網路由下而上發展之民間活力，更是百花齊放，

很多發展是很難完全集中收集及瞭解的。因此擬建

立網站徵求曾經對網路有所貢獻與啟發者，可以自

行或就所知代為上網登錄敘述值得列入我國網路

發展史之紀錄，最後將俟收集情形再邀集專家學者

進行確認收錄事宜。  

 

5.研究初步成果 

(一)我國網際網路推動相關組織關係如圖 2 所示，

可全盤瞭解我國政府網際網路相關組織之概況。 

(二)發展歷程之階段 

將所搜集資料劃分成下列四階段來檢示發展歷程： 

1、醞釀期(1986—1991) 

1986.04.25 行政院核准教育部電算中心「加強

大專校院教授研究服務計畫」，同年 9 月 7 日並於

八所國立大學設立教學研究終端工作站，與該中心

IBM4341 主機(IBM 公司捐贈)連線，提供教學研究

軟體服務，此為我國最早學術網路之雛形。隨後

1987.08.14 之 BITNet 國際學術網路 9.6kbps 連接日

NICI

e

ISP

TWNIC

TWAREN
TANET

TANET

Gigapop

      
圖 2 我國 Internet 推動相關組織圖(本研究) 

本 SUT，再轉接至美國，是我國第一條提供 email、

FTP、Newsgroups 等功能之國際學術網路。經過快

速國際資訊之衝擊醞釀累積後，1990.07 行政院核

定教育部電算中心所提之「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

及大學電腦網路計畫、電腦系統擴充計畫」，開始

規劃建立以 TCP/IP 為平台之台灣學術網路，TANet

構想正式誕生，遂於 1991.12.03 TANet 與美國普林

斯頓大學之 JvNCnet，以 64 Kbps 完成 Internet 連

接，此為我國正式連接全球 TCP/IP Internet 之第一

天。 

 

2、發展期(1992—1995) 

TANet 國際連線後，驅動校園網路建設之能量

快速串升，1992.04 交大千餘間寢室之宿舍網路正

式啟用。隨後科技發展專案經費支持的研發計畫

Seednet 搭上此一趨勢，協助 TANet 中文化軟體平

台之研發，BBS、Gopher、News、FTP、等初期網

路應用快速成長擴散，校園網路應用蔚為風潮。

TANet 骨幹及國際線頻寬需求遽增。此期間 TANet

管理委員會及技術小組，扮演規範及政策引導角

色，終於在 1994.08行政院NII (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小組成立，結合政府與民間的力量共

同推動國內資訊網路的建設與資訊科技的創新應

用。1994.01 中華電信數據所在百般呼喚下，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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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 HiNet，並試行一年多至 1995.04 正式商業化運

轉並與 Seednet、TANet 首先互連。商業 Internet 網

路開始蓬勃發展，政府 NII 政策逐步出籠，TWNIC

構想及誕生，轉型步調也逐漸滾動發生。 

 

3、成長期(1996—2000) 

1996.01 立法院通過電信三法(電信法、電信總局

組織條例及中華電信公司組織條例)，1996.07 電信

總局（DGT）與中華電信分家，DGT 遂進行下一波

之電信自由化改革，包括行動電話 GSM900/1800

業務開放。隨後電子化政府啟動及教育部開始推動

中小學網路。ISP 業者逐漸增加，交換中心之需求，

及過時法規限制，催生了由 HiNet 營運之 TWIX 權

宜措施。1998 年.tw 域名開始收費，網路相關產業

蓬勃發展，網路使用人口快速竄升，1998.12 達成

NII 三年 300 萬上網人口目標。1999 年初擴大內案，

要求全國中小學校，校有電腦教室及連網，繼之阿

里山 ADSL 線路費用協調會議，奠定中華電信主導

ADSL 及我國寬頻接取發展方向。1999.12 TWNIC

在 NII 指導，DGT 輔導下正式轉型成為財團法人。 

 

4、應用擴充期(2000—2004) 

網路頻寬成本快速下降，雖有網路泡沫化陰

影，TANet、ISP 骨幹及國際頻寬持續快速成長，各

式各樣 Web-Based 網路應用持續擴散，網路病毒、

網路安全、垃圾郵件、不當資訊等議題日漸飆生。

全球網路管轄組織 ICANN 及其外圍組織如

APNIC、APTLD、CDNC、JET 等組織逐漸引起注

意，我國亦積極參與如 ICANN GAC、ccTLD、At 

Large 等相關活動。2000.03.21 固網開放，NII 小組

轉型成為 NICI 小組，配合挑戰 2008 計畫，醞釀提

出 e-Taiwan 計畫，期能勾畫出我國未來 8~10 年資

訊發展藍圖。隨後 2001.10 電子簽章法通過，2002.2 

3G 執照拍版定案及 Gigabit Ethernet 逐漸開啟接取

端 Gigabit 頻寬時代來臨。2003.05 SAS 疫情爆發，

利用網路技術如網格運算、網路視訊、遠距上班、

異地備援等應用更受重視。2003.11 HiNet 啟用新一

代國內 STM-64(10G)光網路及 STM-16(2.5G)海纜

電路，開啟國內第一家使用 10G 骨幹網路及 2.5G

國際海纜電路之 ISP。2004.02 電信技術中心成立。

2004.4 TWAREN 台灣高品質學術研究網路啟用，

TWAREN 為挑戰 2008 六年國發計畫項目之一，期

能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學術研究網路連接中心，其

網路骨幹為 STM-16 (10Gbps)，並採用光纜備援，

為我國非固網業者運作中最快速之廣域網路骨

幹。2004.06 中華電信推出 8M／640K 的 ADSL 服

務，開啟高速 ADSL 時代（雖然仍落後日、韓）。

2004.11 台北縣淡水鎮正式成為全台第一個以整個

行政區域為覆蓋範圍的「無線網路寬頻城」。 

 

(三)大事記及主要發展圖示指標 

1、依所搜集資料之重要性及時序，完成大事記

簡圖如圖 6 (限於篇幅無法完全詳細列出)。 

2、主要發展圖示指標從圖 3 及圖 4 中可分別看   

出我國上網人可增加速度及 TANet 國際線

頻寬成長速度。 

圖 3 我國網路上網使用人口 

增加速度(FIND 網站) 

圖 4 TANet 國際線頻寬成長速度(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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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集資料之網站設計 

 網站之設計將秉持著公正且嚴謹的原則，讓每

位瀏覽者能清楚瞭解本計畫之任務，以及需大眾提

出所知重要史料。其目標主要是能讓對網際網路發

展有所認知、有密切關係，或是有所見解者，將他

們所知我國網路發展的重要事件述說出來，提供給

本研究用，而網站上將設計一套系統，以公開徵求

台灣網際網路記事之方式，其網站架構及首頁如圖

5 所示。本研究最後將經由資料蒐集與彙整分析、

各主要單位及關鍵人物訪談之方式，將研究初步成

果放置網站(www.nethistory.org.tw)供大眾參考。 

 

圖 5 網站架構及首頁 

6.結論 

研究台灣網際網路發展歷程是一項艱鉅的任

務，本研究將盡可能完整地呈現台灣網際網路歷史

全貌，並持續歡迎大眾提供網路事件資料，本研究

將慎重考證並放入本研究最後內容中。至 2005 年 6

月到目前為止，本研究仍持續進行中，最新資訊請

參考 http://www.nethistory.org.tw，並請上網提供與

我國網際網路發展歷程相關之資訊，未來我們將進

行台灣網際網路發展關鍵人物訪談、正式編撰台灣

網際網路發展史年序表（1986 年—2004 年）中英

文版本，並藉由關鍵人物之訪談，提供對我國網際

網路未來發展方向之建議，最後致謝本研究由台灣

網路資訊中心給予贊助委託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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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我國 Internet 發展歷程及大事記簡圖(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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