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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全球化的競爭與挑戰，如何運用高科技帶動產業升級，進而提升民眾

生活品質，已是各國經濟發展之首屈要務。三十年來，我國在資訊與電子

的產業成就舉世聞名，同時在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方案及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等

政策的推動下，資通訊產業與資訊國力的表現，亦成功促使我國邁入全球領先

群。延續這股成長動能，善用資通訊技術(ICT)，為我國產業注入科技活水，創

新價值，再創新一波的經濟奇蹟將是指日可待。

我國過去推動「數位台灣」計畫，發展寬頻匯流網路，已為台灣打造成為亞洲最

e化的國家之一，成果相當豐碩。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的2008-2009年

整體網路整備度評比，台灣排名世界第13，亞太第4；網路的普及率已超過七成，

網路應用更是蓬勃發展，民眾運用網路可直接取得的政府服務項目已達1,875項，

其中98年網路申報所得稅比率達64.7%，共313萬件，營所稅網路申報更達97.8%，

可節省45億元以上社會成本，寬頻網路，已是民眾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為營造產業創新環境，強化經濟體質，加速累積智慧資本，提升民眾生活品

質，落實永續發展，政府於98年啟動「智慧台灣」計畫，希望在數位化、行動化的

寬頻網路基礎上，深化應用服務，落實節能減碳，培養人文藝術，造就多元人

才，以厚植國家軟實力，再創資訊國力新高峰。同時，為延續產業成長動能，政

府正以資通訊發展為基礎，推動「六大新興產業」，從生技起飛、醫療照護、綠

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及文化創意產業，以轉化環境、生活、經濟的全

面成長，寬頻匯流網路將是推動成功的主要關鍵。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與台灣網路發展共同成長，扮演著統籌網域名

稱註冊及IP位址發放把關者的角色，適逢TWNIC成立十週年，期許中心在歷任

董事長的熱情帶領及全體董事、監察人與中心各位員工用心經營之下，繼續發

揮資源整合與教育推廣的功能，積極爭取國際網路資源及國際合作機會，共同

為我國的資通訊發展一起打拚，實現「智慧台灣」的願景。

發展寬頻匯流，打造智慧台灣

行政院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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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9年12月正式完成財團法人設立登記至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一

直以中立、公正、非營利之服務精神，統籌管理台灣網域名稱註冊及

IP位址發放，促進、協調台灣與國際網際網路組織間的交流與合作，協助推

展台灣各界網路應用與資訊服務之整合為努力目標。

回首中心十年歷程，點滴在心頭。這也是籌製本十週年特刊的目的，希望能

為中心的成長留下見證，紀錄過去點點滴滴的努力與付出，並描繪台灣及中心

未來之整體網路發展方向。

自開放「.tw」網域名稱註冊服務起，我們不斷擴展服務範疇，舉辦教育訓

練，會議活動，推廣網路使用；對於資訊普及、縮短數位落差等公益活動，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更是不遺餘力。台灣的網路人口已超過1,580萬人，將近台灣總人

口數的七成，意味著網路應用更全面、更生活化，而我們有幸參與並見證這燦

爛的一頁。

在市場變化與技術發展都以十倍於以往的速度演進的數位時代，網路架構

從原先陽春的 BITNET 演變為今天無遠弗屆的 Internet，網路應用從單純的訊

息交流進化到電子商務；而電子商務的發展更是由單純的電子型錄（catalogue）

蛻變為整合廣告、行銷、交易的複雜商務活動。邁向下一個十年，結合了速度更

快、涵蓋範圍更廣之無線技術（WiMAX、3.5 G等以上）的網際網路，其上的應

用與服務，必將會為未來的世界帶來更大更無限的變化與改變。

走過第一個十年，我們的成績是斐然的，但我們絕不就此自滿，而是更謙卑

的朝向下一個目標而努力。身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原始發起人之一，有幸參

與並塑型TWNIC的成長與發展，期待十年後、二十年後、三十年後，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將持續站在時代的浪頭，擔任台灣網路發展的先鋒部隊，貢獻己力，

肩負更大的社會責任，以不負國人對我們的期許。

全
球網際網路之發展從早期軍事用途，後來應用於學術研究，再發展到商

業用途；隨著資通訊技術的進步，如今網路則已普及到每個人的日常生

活，就像水電一樣，已經成為生活的必需品，無所不在、隨時隨地可以連結，未

來網路的應用更將創造無限的可能。

回顧台灣網路發展歷程，早期教育部以台灣學術網路（TANet）與國際學術

網路相連，進行資源交換與共享，隨著全球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及我國電信自

由化，我國網際網路逐漸朝向商用網路發展，並吸引許多民間業者相繼投入，使

我國寬頻網路基礎建設及網際網路環境日臻成熟，為我國資訊化社會發展奠

立良好基礎。這段歷程，可說是學術界、政府及民間共同努力的成果。

在網路中，要有唯一的IP位址才能連上網路，擁有網域名稱（Domain name）

才容易被他人記憶及找尋。Domain name的重要與IP位址的必備，是讓網

路能夠順利運轉的關鍵，目前在台灣有關該兩項業務皆由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負責管理把關，TWNIC長期在該兩項業務上為我國網路社群爭取

權益，並持續擔任與全球網路社群之溝通橋樑，提供我國網路社群與國際接

軌機會，本人深表肯定。

本人與TWNIC淵源頗深，擔任交通部常務次長、中華民國電腦學會理事長及

中華電信董事長迄至目前交通部部長職務，除輔導協助TWNIC轉型為財團法

人外，並協助TWNIC順利推動Domain Name及IP位址管理業務，見證TWNIC

之成長茁壯，以及為我國網際網路所作之貢獻，深信TWNIC已為未來之網路

服務及發展做好準備，來共創新世代網路榮景。

期許在下一個十年，在全球網際網路各項新政策與新技術的快速不斷發展下，

TWNIC仍能以台灣網際網路之領航者，帶領我國網際網路開創另一新紀元。

精采十年，放眼未來共創新世代網路榮景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董事長交通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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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領航蒸汽機的發明，將製造從人工操作推向機械化，加速第一次工業革命進展；電報、電視、汽車

的出現，人類社會進入電氣化時代；1981年，IBM公司推出第一台個人電腦，資訊革命時代來

臨。1989年，英國學者Tim Berner-Lee開發出超文本系統 (hypertext system)， 並且撰寫了

第一套的伺服軟體 (httpd) 和網路瀏覽程式 (browser)，Internet開始普及，速度、連結、無形

體，網際網路的創新力量，比起以往革命的影響，來得更深、更廣，而且仍在持續中。參與且推

動，注意與學習，記錄並反省，走過精彩十年，這是我們一直專注在做的事情⋯



網
際網路的發展，早已成為多數人每天生活的一部份，發電子郵件與客戶

確認訂單、用網路管理貨品進出、與朋友跨海即時聊天，一切看起來再

自然不過。這是許多人一步一腳印，點點滴滴努力改善的成果，除了各式的商業

化應用外，提供基礎建設相關服務的單位組織，也許不是檯面上耀眼的明星，

卻是促成台灣成為全球資訊應用重要國家的幕後關鍵推手，掌管台灣網路網

域名稱及IP發放管理作業的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正是其中之一。

「要促成整體社會的進步，必須有效地運用平台組織，協助整合網路資源、

凝聚共識，才能真正享受到網路帶來的好處。」現任TWNIC董事長、也是當年

TWNIC發起人之一，並經歷艱辛草創期擔任兩任董事長屆滿後，如今又再次回

到TWNIC擔任董事長的曾憲雄強調。

勇氣與堅持

「網路應該是學術、政府、企業三塊均衡發展，才有可能有所成就。台灣學

術網路假如不能早點對外開放的話，恐怕在網路發展上會有追不上其他國家

的可能。」TWNIC董事長曾憲雄回憶，一如國外的情況，許多國家都是由學術界

開始，台灣也不例外，1990年7月，為了滿足教育、學術及教學研究之用途，國內

主要國立大學及教育部，共同建置了學術網路的TANet，同年七月經濟部也展

開了Seednet計畫，正式開啟了台灣網路發展的序幕。

1994年，為整合我國各領域網際網路，教育部著手進行為期二年的「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TWNIC實驗計畫」，由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聯合產、官、

學、研各界代表共組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進行跨領域之溝通協調，以及制定政

策。此實驗計畫提供台灣地區學校、政府機關、學術研究單位及產業界等各種

網路協調整合之實驗服務，其範圍包括網路連接之IP位址、網域名稱之註冊與管

理，網路資訊服務之整合、交換，與其他區域網路資訊中心及國際網路組織的協

調工作。

1998年，行政院NII推動小組會議決議，將「TWNIC實驗計畫」從教育部的TANet

轉型成為現在的「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這個轉型動作，不只代表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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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轉型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至今已屆滿
十年，從一開始上網人口只有400多萬人，到2009年已超越1,580萬人，
TWNIC見證了台灣網路發展奠基最重要的十年。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曾憲雄董事長，期待TWNIC下個十年能夠更主動創新。

個組織單位內的管理變革，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台灣社會對於網路資源的管理

模式，有了不一樣的思維及視野。

一個網路管理單位應該要秉持著中立和公正的地位，才能確保網路資源不被

過度壟斷，」董事長曾憲雄說，當時很多人都建議TWNIC應該朝較易達成的社團

法人著手建構，但最後還是選擇政府低度管理之財團法人的方式來設計整個組

織架構。

目前TWNIC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在內的所有董事都是無給職，產官學研所

組成之董事席次比，均有其代表性，整體運作也發揮最大功效。曾憲雄表示，

「TWNIC也尊重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專業決定」，他認為，將組織單位授權

到專業團體獨立運作的決策機制， 讓各產業的代表都能將他們的意見帶進來

討論，所以做成的決策，通常都能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進而發揮足夠的影響

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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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IC核心業務

受理網域名稱註冊  
很多人不了解網域名稱（Domain Name）的重要性，現在使用者可以輕

鬆的輸入「www.twnic.net.tw」英文字串，而不是記憶「210.17.9.228」數

字的IP位址，這其實是要歸功於網域名稱的技術成熟，大大的提升了一

般人使用網路的便利性，網域名稱更是加速網路的普及，也成功的扮

演了為網路時代推波助瀾的重要推手。

TWNIC積極的建立註冊管理機構的運作機制，並授權協志科技、亞

太線上、中華電信、網路中文、網路家庭、新世紀資通、台灣固網、

NeuStar、WebCC、IP Mirror等十家為受理註冊機構，啟動「.tw」網域名

稱的受理註冊服務。

由於有獨一無二的特性，因此會引發域名爭議，而TWNIC在網域名稱

註冊的原則是採「先申請，先給發」（First come, First served）的原則，

只要網域名稱未被註冊，申請人又符合申請的資格，就可以取得域名

的使用權。

另外，TWNIC為了維護與管理「.tw」域名的運作，在2001年的3月授權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與「台北律師公會」作為

「.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的機構。

IP發放及管理  
TWNIC負責我國IP位址分配與管理，並開放網際網路服務業者(ISP)代理發放IP位址供其連線用戶使用，促進國內商用網路發

展。在IP管理部分，TWNIC更是以平台的角色，彙集台灣地區 ISP 業者之意見，再經過公開討論，持續追蹤及研究，制訂或修

正相關IP政策及管理機制，及積極的參與APNIC 會議以共同修訂亞太地區 IP位址政策，並協助台灣相關產業輔導IPv6的新應

用，創造更美好的新一代網路世界。

共識與成長
「對的事，就要義無反顧，堅持到底。」曾憲雄說，TWNIC早期就擬定建立完

善的運作機制，雖然成立之初，各方有許多不同意見，但經溝通協商達成共識

後，不但使各方不至於浪費太多時間在無謂的爭論上，節省社會資源，對於社

會發展及網路科技推動，更帶來了巨大的正面影響。

從數字看，在TWNIC成立之初，台灣上網人口只有400多萬人，到2009年已超

越1,580萬人，就對外連線頻寬方面，2001年10月約為5,167 Mbps，今年同期已

達292,710 Mbp，完善的網路應用基礎，讓台灣屢屢在全球各類電子化應用相

關評比中獲得佳績。例如美國布朗大學自2001年來進行的電子化政府調查中，

我國一直排名世界前5名，其中有3年獲得第1名、3年獲得第2名佳績。在世界經

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針對全球一百多國所進行的網路整備度

(Network Readiness Index, WEF NRI)的評比中，我國自2001年起，一直保持全球

前十名的地位，「有共識，進步的速度就會快，」曾憲雄說。

前瞻與行動

「我們不僅要當穩定的後勤管理服務者，更要扮演創新的推動者力量，」回

顧TWNIC的發展歷程，曾憲雄說，從早期的e-Taiwan計畫、M-Taiwan計畫，到

最近的智慧台灣，TWNIC不但從未缺席，在各計畫推動的過程中，TWNIC也都

積極地擔任平台與協助的角色。

近來，TWNIC積極推動新一代網際網路通信協定IPv6，為了鼓勵台灣企業認

識與採用新的IPv6技術，TWNIC舉辦台灣IPv6技術及產業高峰會，更首度在台

舉辦亞太網路科技高峰會，共計有40多個國家參與這場盛會，讓台灣緊密地

與國際接軌，也讓台灣各產業認識各項網路的新技術、新應用。面臨IPv4枯竭

「IPv4到IPv6的轉換」，TWNIC尋求結合國家型計畫，和政府部門及民間公協

會團體的資源，協助各界度過IPv4的枯竭期、IPv4及IPv6共存期之問題，這是

TWNIC所要去思考及推動輔導的。

就長期來說，曾憲雄認為如何帶領TWNIC轉型，從對網路科技現象的描述，

組織名稱 認可日期 聯絡電話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科技法律中心，除積極參與資

策會法律及專利相關幕僚工作

外，並秉持科技法律智庫使命，

協助政府部門整合科技相關法

制與科技產業提昇法律因應能

力，以建構我國科技發展之良

善法律環境。 

2001.3.9 (02) 2739-8171 

 台北律師公會

本公會諸多會員經常處理智慧

財產權、電子商務、IT等相關爭

議，並積極參與政府部門立法

工作，同時有諸多會員具有仲

裁人身分，對於解決當事人爭議

素富經驗，深受當事人或爭議雙

方信賴。 

2001.3.9 (02)2351-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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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腳，推動數位普及

.tw小園丁數位灌溉計畫
 今年是TWNIC第六屆舉辦「域名飄、愛心揚－根留台灣」慈善活動，並首度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tw小園丁數位灌溉計

畫」，於5月1日至11月30日期間，在北中南東4區共27家偏鄉地區的育樂教室開設.tw小種籽數位課程，提供免費idv.tw網域名

稱及.tw Page Parking e-Service數位網頁服務教學，目前已超過600位偏鄉地區孩童擁有自己專屬的網域名稱並利用Page 

Parking設立個人網站。

一筆註冊 一個希望
「一筆註冊 一個希望」慈善捐助活動是由TWNIC邀集協志科技、中華電信、網路家庭、新世紀資通及WebCC等5家受理註冊機構，

於9月1日至11月30日活動期間，相對提撥固定比例的新註冊及續用網域名稱之註冊管理費用作為慈善捐款，累計活動期間的捐款

金額達100萬元，並於12月3日假信義典華會館國際廳舉行捐贈儀式，由TWNIC曾憲雄董事長偕同參與的受理註冊機構共同代表捐

出100萬慈善款，台灣世界展望會杜明翰會長及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胡玉芳主任代表接受慈善款並回贈感謝狀。

一百個創意，一百個愛心
2003年TWNIC舉辦「一百個創意 一百個愛心」捐贈活動，透過idv.tw進行標售，將拍賣所得全數捐贈作為原住民兒童文化教育基

金。這個活動很有創意地徵求了適合做義賣活動的100筆創意網域名稱，並與Yahoo！奇摩拍賣網站合作進行義賣，這是與網路業

者結合進行公益活動的代表作。

到對未來的發展的預測，是相當有挑戰的任務。目前台灣網路發展遇到了Web 

2.0，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如何引領群體智慧，走向嶄新未來，做得好可以是

轉機，做不好就變成危機。

願景與優勢

這個轉捩點要如何轉得平順，並且能夠帶動一股風潮？他觀察到網域名稱概

念的轉變，在Searching engine、Keyword、blog以及社交網路等各項服務競爭

之下，如何推動中、英文網域名稱普及應用，會是值得關注之重點。

曾憲雄說，Web 2.0所帶來的小眾、分眾化的特性，讓他與TWNIC團隊開始重

新思考：也許網域名稱可以不再只是一種個人代號，它可以是企業的門牌，讓

大家很容易去記，也很容易行銷，所以TWNIC除著眼於如何推動發展企業使用

網域名稱及其相關的套裝服務外，且應積極推廣「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網域

名稱，每個團體也有自己的專屬網域名稱」，相當符合Web 2.0時代的品牌行銷

精神。 特別是目前台灣相關的網路團體很多，好的點子更是不

少，因此TWNIC如何去協助這些團體，幫助它們成長，使台灣的

網路活動更為活絡，是TWNIC的業務重點之ㄧ。

「TWNIC的專長是溝通協調，組織本身就是一個讓各界能夠

溝通的平台，所以在推動活動時，也很積極與其他組織團體合

作。」曾憲雄以公益活動為例，解決數位落差，是公益業務中的

最大宗，但TWNIC應以在網路資源上的優勢，策劃活動，發揮平

台最大的價值。

「TWNIC雖然已經十年，卻不能懈怠、不能懶惰，仍要維持草

創時期的企圖心，以創新的人生觀，繼續走下去！」曾憲雄具有使

命感地說。

「域名飄、愛心揚」活

動捐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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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關鍵報告

看見優質數位社會

15,818,907 人
台灣地區上網人數 根據TWNIC「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截至98年1月3日

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已突破1,580萬；12歲以上之上網人口

有14,188,292人，上網比例為70.95%。

442,710 個

所有.tw域名數量 根據2009年11月底統計數據呈現，隨著電子商務

普及，對域名主機和建站的需求也不斷變大，對業

者而言，擁有獨立網站是最佳選擇，簡便易記的域

名，不僅提高網站黏性，也容易塑造品牌認知，用

獨立域名和網站進行推廣已經是大勢所趨。

14,211,713 台
台灣上網主機數量 連網主機數量多寡，是展現在地網路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根據

TWNIC 於2009年11月份的統計，在一千四百多萬台的host主機

類別中，以「.net」所佔比例最高，達84.14%，而在十二萬多台網

路伺服器(www server)中，則以「.com」最多，佔了約87.51%。

4,176,471 人 99.45%
台灣地區無線上網人數 台灣青少年，不上網就落伍

隨著無線通訊技術的不斷提升，及業者的積極推廣，無線

上網率日漸提高。依據TWNIC於2009年7月公布最新之「台

灣無線網路使用調查」報告顯示，最常使用的功能為「搜尋

資訊」、「瀏覽資訊、網頁」、「收發電子郵件」等三項，但使

用無線上網主要考量為「費用」問題，同時網路連線品質如

「通訊品質不穩定」與「連線速度慢」等，也是影響使用的

主要因素。

分析台灣個人上網行為，截至2009年統計，12至34歲民眾

上網比例皆高於九成，其中以15至19歲者上網的比例最高達

99.45%，網路不是工具，而是生活的重心。這群在1990年後誕

生的「數位原住民」，對於圖片、聲音、音樂喜好度要大於文

字，習於透過多媒體、點選超連結來吸收資訊，並藉著網路平

台與他人分享，全球知顧問公司Gartner就指出，這群數位原

住民將會是驅動未來科技創新與應用的最大力量！

281,286 個
英文域名數量

雖然目前英文仍是網路世界的強勢語言，不過，考量到全球有 16 億網路使用

者中，過半不是使用以字母組成的語言，因此ICANN已經通過，將開放包括以

中文、阿拉伯語、韓語、日語、希臘語、印度語和俄語組成，可讓世界上更多人

接觸網路。在新的政策下，全球每日可以減少 600億至 1000 億次按鍵，網址

亦不再只是「.com」或「.org」，可以更有彈性。

161,424 個
中文域名數量

為了讓使用者更便利地使用網路，2003年起，TWNIC就開放申請二級中文域

名，例如「中文.tw」，隨著ICANN的政策，中文網址域名的出現，將是網際網

路的革命性變革，這將讓上網便利性提高，預料華人網路數將呈爆炸式成

長，大大增加華文在世界的影響力。

1.社群網站當道：進入Web2.0時代，社群網站

（Social Network）成為網路新寵兒，透過一個人

一個點，延伸出更多點、更多連結的關係，甚至有

人認為這是繼電子郵件後最強的人脈武器。

2.人人皆是媒體：部落格（Blog）就是一種媒體。

部落格的出現，巔覆了

傳統媒體的溝通形式，

從大眾到小眾，從權威

到反權威，繼Blog之後，

Twitter、Plurk微網誌風

潮，以自由、隨性、隨機

的方式，分享、告知訊息，影響力後來還勝過於

媒體廣告，個人媒體時代成形。

3.電子書革命：2007年亞馬遜網路（Amazon.

com）在推出全球第一台電子書閱讀器Kindle之

後，透過網路，隨處走、隨處讀，讓人與書之間

結合更緊密，開啟了人類閱讀的大革命，包括

Sony、Barnes & Noble等也都紛紛推出電子書閱

讀器。

4.iPhone「摸出一片天」：史
提夫‧賈伯斯（Steve Jobs）在

2007年的蘋果大會上第一次展

示iPhone，就掀起了手機產業

的新革命，採用的多點觸控螢

幕介面，使用經驗直覺，硬體

與軟體整合的App Store 小額

付費模式，使用者下載服務更便利，不僅帶動行

動上網熱，也引發新一波網路創業潮。

5.網路電話免費時代：Skype網路電話時代開啟

了國際電話免費打的時代。美國企業運用IP電話

的整體金額已從2005年的3.1億美元，至2010年將

成長20倍，達到59億美元。

6.我上線，所以我存在：即時通訊系統（Instant 

Message）如MSN、Yahoo Messenger等，朋友可

以互相聊天、連絡、留言，甚至也可運用作為連

絡客戶、作生意、線上即時客

服等，這項即時的線上溝通

工具已深入人類生活的各角

落，並改變了以電話來連繫的

溝通方式。

這些應用改變了我們生活

（至2009年11月底最新統計）

（至2009年11月底最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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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享萬歲：稟持著「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
享」，網路相簿flicker、YouTube影音分享等都成

為Web2.0時代最「夯」的創新應用，透過使用者

「主動」的「貢獻」內容，包括文字、音樂、影片、

圖片等，形成網路上各形各色的數位內容，豐富

了使用者的生活經驗。

8.雲端運算：雲端運算並不是新的概念，很早之
前就已經存在，最初是運用在分散式運算，但隨

著寬頻網路的發達與普及，雲端運算再次被應用

起來，透過瀏覽器存取的線上商業應用，軟體和

資料可儲存在資料中心。目前所看到的部落格、

網路相簿、YouTube、Google Docs等都可以算是

雲端運算服務的一種。

9.電子地圖：自從Google推出Google maps之後，

圖資系統再次活絡了起來，透過電子地圖，只要

輸入地名、地址，電子地圖就能夠快速輕鬆的馬

上找到所在地。而Google隨後相繼推出的Google 

Street view、Google Earth，更掀起了實景地圖導

覽，就算出遠門到異地，也不用怕迷路。

10.做自己的老闆：網路開啟了新的市場通路管
道，也讓許多人找到事業的春天，台灣現有專

職網路賣家超過一萬人，提供吃喝玩樂、穿戴騎

乘、無所不包的商品類型。根據資策會統計，整

體電子商務市場

今年可望達成

2076億元規模，

要比去年2008年

的1703億元成長

22%。

292,710 Mbps
國外連線頻寬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進行的「台灣網際網路連線頻寬調查」結果

顯示，截至2009年9月底止，我國對外連線總頻寬較上一季增加28,041 Mbps，

成長率為10.59%。其中，台灣與國外19個國家/地區連網，在國外連線頻寬，

HiNet（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TWGATE（中華電信國際分公司）及NCIC（新世

紀資通）為我國前三大的連外頻寬機構。國內ISP互連頻寬，NCIC（新世紀資

通）、HiNet（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TFN（台灣固網）、TANet（教育部）、TWIX

（台灣網際網路交換中心）、CNS-KBT（中嘉和網）、TWAREN（國家高速網路與

計算中心）、EBIX（亞太交換中心）、APOL（亞太線上）及ASNet（中研院），為

前十大ISP互連頻寬之單位。

26,835,968 個
IPv4位址核發數量

（至2009年11月底最新統計）

2,311 個/32=2,311x296
IPv6位址核發數量

因為網路應用快速普及到生活各層面，目前採用IPv4的位址數量已出現不敷

使用的狀況，預計在未來兩年內會使用枯竭，因此各國都積極推動IPv6。中

華電信於2000年2月向TWNIC申請取得我國第一段IPv6位址配置，同年10月

TWNIC亦協助TANet申請到國內第二段IPv6位址分配。

（至2009年11月底最新統計）

（至2009年11月底最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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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9全球網路紀事
風起雲湧，百家爭鳴

3 月  白宮對部落客
葛拉夫（Garrett M. 
Graff）發出第一張正式
採訪證，打破由上而下
的傳統媒體運作模式。

4月 ICANN開放 . jobs 
及.travel兩項新的網域
名稱。

6月 媒體大亨梅鐸的新
聞集團出價5.8億美元
買下MySpace。

12月 雅虎收購線上書
籤網站Del.icio.us。

2月 社交網站Facebook
成立。

2月 照片分享網站Flickr
網站上線。

3月 Google推出Gmail，
第一個以G為單位的免費
信箱。

7月 中國最大即時軟體
公司騰訊在香港掛牌上
市。

11月 以網景團隊為
班底的Mo z i l l a公司
推 出 新 瀏 覽 器 火 狐
(FireFox1.0)版，打破微
軟IE獨占局面。

3月 ICANN核准技術標
準，讓世界各地以英文
為建構基礎的電腦也能
辨識中文、阿拉伯文及
其他文字。

5 月 瀏覽器大戰以微
軟IE大獲全勝告終。

7月 My Space網站開
始營運，社群網站開始
成為焦點。

7月 以P2P為基礎的
網路電話Skype服務推
出。

12月 牛津大辭典正式
收錄Blog一詞。

3月 全球網路拍賣龍頭
eBay投資中國易趣網，
取得33％股權。

5 月  線上租片網站
Netf l i x在那斯達克上
市，股票代號NFLX。

1月 美國線上(AOL)併購
時代華納(TimeWarner)，
開啟新媒體時代。

4月 美國NASDAQ指數
重挫，網路新經濟發展
陷入低潮。

7月 Janus Friis、Niklas 
Zennstrom寫出KaZaA軟
體，被廣泛用作點對點
下載音樂和電影。

10月 Google推出了
AdWords關鍵字廣告，為
網路廣告模式展開新頁。

1. 1999.11：3G標準問世，資訊大匯流
國際通訊聯盟（ITU）公佈了「IMT-2000」的3G無
線系統產業標準，透過高速的無線通訊技術，讓原

本以語音傳輸為主的電話，開始與電腦應用結合，

使用者不但能利用即時擷取各網路資訊，還可以看

電視、行動付費購物，甚至可以用來控制汽車、家

用電器等設備。

2.   2000.10：諾基亞智慧型手機問世，
手機變電腦

諾基亞推出採用開放式Symbian作業系統手機
9210，這支手機同時支援WAP與WWW網頁的瀏
覽，不但具備多媒體能力、可收發傳真、電子郵

件、遠距更新行事曆、通訊錄等，還可以編輯微軟

Office軟體檔案。使得手機不再只是通話器，更像
一台縮小的「簡單型」筆記電腦，成為方便隨身攜

帶的「行動辦公室」。

3.  2001.1：維基百科成立，眾人貢獻
智慧

吉米．威爾斯(Jimmy Wales）以Wiki技術所發展
的網路百科全書，透過協同創作，使用者貢獻知識

的力量，在網路上隨時、隨地編纂與更新。截至

2009年12月中，已有超過260種語言版本，英文頁
面已有3,129,014個條目，中文則有287,015條。

4.  2003.3：英特爾推出迅馳晶片，開啟
無線年代

半導體大廠英特爾整合Pentium M處理器、晶片組
和無線通訊模組技術，以「套餐」型式，推出具備

省電及無線上網的完整平台，不但延展了電腦的消

費及商用功能，帶領全球筆記型電腦出貨量跨過1
億台關卡，更讓行動上網加速普及，創造出新的使

用模式。

5. 2004.8：Google 上市，免費年代興起
Google採用荷蘭式拍賣定價法，以85美元在那斯
達克上市，市值超過800億美元。Google提供的免
費搜尋服務，讓網路產業產生很大的變革。尤其它

無所不搜的特性，透過網路搜尋衍生出許多商機與

創意應用，而Google所提供多項的「免費」服務，
更掀起了「免費年代」的新商業模式。

6. 2004.10：奧來禮提出Web2.0，分享
才是王道
由上傳到下載，由閱讀到分享，美國O'Reilly Media 
創辦人暨執行長奧來禮（Tim O'Reilly），歸結美國
網路泡沫化之後的發展情況，提出將網路的主導權

交到使用者手中的經營模式，同時也強調平台開放

的重要性，讓網路成為真正的民主意見廣場。

7.2005.2：Youtube成立，影音分享娛樂
由查德·賀利（Chad Hurley）、陳士駿（Steve 
Chen）、賈德·卡林姆（Jawed Karim）等3名前
PayPal員工所創辦，原只是為了方便朋友之間分
享錄影片段，如今卻成為網路與電視競爭最大傳播

媒介地位 ，並掀起網路「分享」風潮成為主流。
Google則在2006年將其併購。

8.  2006.3 ：Twitter網站成立，微網誌
時代開始

原本只是廣播公司Odeo發想出使用手機簡訊來與
成員發想交流溝通的想法，結果，在2006年向一般
使用者開放後，開啟了微網誌時代，成為近來網路

上最火紅的應用。Twitter的傳播力比主流媒體更快
速，包括：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印度孟買連環恐
怖襲擊事件、麥可·傑克遜逝世等都有其影響力。

9.  2007.11：亞馬遜推出閱讀器Kindle，
掀起閱讀革命

Kindle掀起了出版產業的數位化革命，繼起的
Sony、Barnes & Noble等也都紛紛推出電子書閱
讀器。甚至還傳出蘋果（Apple）也要推出傳說中
的平板電腦，進攻電子書產業。電子書究竟是傳統

紙本出版產業的救星？亦或是慧星？這波電子書革

命也許將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

10.  2009.11：Facebook成為全球最大社
群網站，有人潮就有錢潮

原本只是作為校友通訊錄的網站，成立不過五年，

已成長為全球頗具影響力的社群網站。2009年11
月，Facebook全球會員人數已衝破三‧五億大
關，如果把Facebook視做一個國度，它的人口數
量僅次於中國及印度！人潮就是錢潮，許多企業紛

紛在Facebook上設立廣告網頁，或者與平台開發
商合作網路遊戲進行置入行銷。 

全球網路人口分布比例

(資料來源:Internet World Stat/ 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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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十大網路公司 (資料來源:Internet World Stat/ 2009.09)

排名 公司
不重複到訪
人數(千人) 到達率 %

1 Google 353,880 83.75
2 微軟 317,671 75.18
3 雅虎 237,342 56.17
4 Facebook 199,961 47.33
5 eBay 159,424 37.73
6 維基百科 147,584 34.93
7 美國線上(AOL LLC) 134,635 31.86
8 新聞集團(News Corp. com) 120,681 28.56
9 亞馬遜(Amazon) 117,255 27.75
10 InterActive Corp 114,749 27.16

yahoo創辦人 楊致遠

facebook創辦人 佐克伯

google創辦人 布林與佩吉

wikipedia創辦人Jimmy 
whales

比酷、比炫、比創意。過去十年，從軟體、硬體到內容不斷翻新，網路的發展早已超
出我們當時的想像，然而，這些只是新世紀的開端，真正精彩的大局，才正要開始！

11月 Broadcom推出
Wi-Fi晶片，啟動行動上
網風潮。

2月 日本NTT 推出
i-mode手機上網服務。

3月 網景推出網路內容管
理軟體RSS，後來成為部
落格風潮背後的推手。

5 月  利用點對點技
術(peer to peer)的
第一個音樂交換企業
Napster出現。

9月 Google搜尋引擎正
式上線。

12月 全球面臨個人電
腦Y2K千禧危機。

12月  亞馬遜成為全球
第一個有一千萬名註冊
會員的電子商務網站。

2月 提供音樂下載服務
的Napster敗訴，法院判
決須支付唱片公司10億
美元並關閉下載服務。

2月  IDC/World Times
公佈2001年全球資訊社
會指標（ISI）排名研究
報告，我國整體排名大
幅躍昇成為第10名。

10月 包括.biz、.info、.
name、.pro、.aero、.
coop 和.museum七個
新增通用頂級域名正式
上線使用。

10月 日本NTT Docomo
推出全球第一個3G服務
FOMA。

6月 微軟更名推出即時
訊息服務Windows Live 
Messenger 8.0版，加入更
多即時娛樂生活訊息。

8月 AOL與好萊塢四大
片商合作，消費者透過
AOL Video網站可下載
20世紀福斯、環球、 
Sony及華納兄弟等公
司發行的影片。

11月 全球最大零售通路
Wal-mart及全球最大的媒
體公司時代華納都宣布將
提供線上下載影片服務。

12月 美國時代雜誌年
度風雲人物「你」，反
映全球Web2.0熱。

1月 開發出Skype的
Nik las Zenns t rom
瞄準電視產業，推出
「Joost」服務。

2月 微軟推出新的作業
系統Vista。

7月 蘋果公司推出智慧
型iPhone，引爆行動上
網熱。

10月 通用域名「.asia」
開放註冊。

11月 亞馬遜創辦人貝
佐斯表示將推出雲端運
算概念的出租運算容量
及簡易儲存服務。

2月 雅虎正式拒絕微軟
併購案的提議。

3月 微軟公布個人電腦
的作業系統Vista、伺服
器平台Server2008等主
要產品的互通性原則，
逐步走向開放原始碼。

6月 ICANN通過未來將
開放任意字尾的新頂層
域名提供申請，非英文
字母的網域名稱也將同
步開放。

9月 Google推出搭載免
費開放平台Android系
統的智慧型手機 G1。

1 月  網路電話公司
Skype宣布擴大手機通
訊服務，未來將支援數
百款手機的作業系統。

10月 ICANN將由美國
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共同
監督該機構，不再由美
國獨攬監督權，同時將
開放英文以外的語言作
為網址。

10月 微軟一連串推
出取代Vista的新作業
系統 Windows7，手
機作業系統Windows 
Mobile6.5，強打雲端
運算及行動上網服務。

12月 「twitter」榮登
2009年最熱門關鍵字。

(單位：%)

活力
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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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十週年特刊

1999~2009台灣網路大事紀
走過歷史，開創歷史

上網人數越來越多，服務內容也越來越多元，產業界線也隨著越來越模糊，所有人、
所有事、所有生活都與網路脫離不了關係，回顧見證這個百花齊放的奇妙旅程，並持
續探索其中的動人魅力!

12月 財團法人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正式揭
牌成立。

1月 TWNIC擔任亞太
IPv6工作小組秘書處工
作。

6月 PChome Online
宣布與全球最大拍賣網
站eBay成立露天拍賣平
台。

8月  主辦第三屆亞太
地 區 網 路 研 究 聯 盟
(APIRA)會員大會，計
有日、韓、中、港、
澳、台與菲等國專家學
者與會。

1月 TWNIC與屏東海生
館簽訂IPv6即時影像推
廣合作備忘錄。

1月 中華電信啟動光世
代寬頻計劃。

6月「GOHAPPY線上快樂
購」購物網站成立，由遠
東集團轉投資，傳統百貨
業者開始進軍網路。

1月 交通部委託TWNIC
進行新一代網際網路先
導專案「普及物件基礎
連網建設計劃」。

3月　TWNIC舉辦「精
彩十年，放眼未來」 
2009網際網路趨勢研
討會。

1月 全球第一個ccTLD
提供「.tw」DNS即時更
新服務。

3月 TWNIC啟用全新
「.tw」服務品牌識別形
象。

3月 無名小站wretch成
立，開啟台灣部落格風
潮 。

2月 TWNIC與CNNIC、
JPRS、KRNIC、SGNIC
共同成立Asia Pacific 
ENUM Engineer Team，
推展ENUM合作及跨國實
驗。

4月 台灣與中國、日
本、韓國共同完成IDN相
關國際標準，規範中文域
名註冊規範管理標準。

4月　TWNIC榮獲全球
第一家通過BS 7799:2-
2002國際認證肯定，提
供國際級標準的.tw域名
解析及註冊管理服務。

7月 「.tw」專用域名中
文字碼對照表，獲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通過成為

1月 TWNIC全面採行
免書面文件審查註冊流
程，透過電子郵件申請
確認身份後，即可完成
域名註冊。

1月 TWNIC啟動交通部
委託之「我國IPv6建置
發展計劃」。

2月 亞太網路科技高峰
會(APRICOT)首次來台
舉辦。

2月 TWNIC首度跨海至
香港推出Slave DNS服
務，提供「.tw」網域名
稱更穩定及分散安全的
解析服務。

2月 交通部電信局公布
「網際網路網址及網域
註冊名稱管理業務監督
及輔導辦法。

1月 交通部以投標競價
方式核發3G電信執照，
多家電信廠商參與競
標，標金達新台幣346.61
億元，已比原先預定的底
價多出10.61億元。

2月 TWNIC開放<game.
tw>、<eb iz . tw>、及
<club.tw>新增第二層網
域名稱註冊服務。

4月 亞太寬頻取得首張
國內3G執照。 

8月 TWNIC提供動態DNS
服務，讓無固定IP之註冊
者，可使用.tw域名架設
網站、FTP及伺服器。

9月 為了解我國網際網
路發展狀況及我國上網
人口，TWNIC首度進行
「台灣網際網路使用環
境及行為調查」，並對
外公開調查結果。

2月 網路家庭與新新
聞合作推出網路原生報
「明日報」，其中個人
新聞台服務為台灣部落
格最早原型。

3月 台新銀行轉投資的
電子商務網站Payeasy
正式上線。

5月  TWN I C與中國
CNNIC，香港HKNIC，澳
門MONIC，共同成立中文
網域名稱協調聯合會。

10月 TWNIC建立管理註
冊機構及運作機制，並與
協志科技、中華電信、亞
太線上、網路家庭、網
路中文、及數位聯合六
家公司簽訂合約，啟動
「.tw」名稱註冊。

2月 TWNIC全面開放泛
用型中文網域名稱「中
文.tw」註冊服務。

3月 TWNIC首度舉行台
灣網際網路寬頻連線調
查。

10月 國際產業供應鏈
標準Rosetta Net引進台
灣，促進高科技產業供應
鏈標準之制定與應用。

11月 台灣奇摩網站與
台灣雅虎合併成為「雅
虎奇摩網站」。

8月 美國布朗大學首度
針對全球196個國家進
行電子化政府評比，台
灣獲得第二名的佳績。

6月 為建立公平競爭的
網路環境，TWNIC與
ISP業者成立網際網路
交換中心工作小組。

8月 國內首宗網域名稱
爭議案「m-ms.com.tw」
決定出爐，由資策會科
法中心做出移轉決定。

3月 TWNIC於巴西里約
熱內盧與ICANN簽訂頂
級國碼網域名稱合約。

9月 TWNIC與NeuLevel
以Registry Gateway模式
簽署海外市場合，約建
立完整國內外「.tw」域
名管道。

11 月 TWNIC推出符合
國際化網域名稱(IDN)
標準的泛用型中文網域
「中文 . tw」名稱註冊
服務。

CNS國家標準。

7月 PChome與Skype
結 盟 ， 在 台 灣 推 出
Skype網路電話服務。

4月 TWNIC與中國、日
本、韓國共同合作完成
國際化網域名稱相關國
際標準，規範中文域名
註冊管理規範標準。

9月 TWNIC首度於南台
灣舉辦大型國際會議－
「第22屆APNIC高雄會
議」。

7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NCC)進行Wimax競
標作業，共有北區與南
區各三家廠商得標。

7月 TWNIC全面調整
「.tw」網域名稱註冊費
率，免收取首次註冊費。

8月 TWNIC於紐約PHIX 
IDC成立海外「 . tw」
DNS MIRROR 據點。

9月 TWNIC與歐美及亞
洲國家合作完成國際化
郵件標準RFC 5335。

4月 大同電信Wimax在
澎湖開台，成為全台首
家提供Wimax無線行動
寬頻接取服務業者。

6月　TWNIC與APNIC
簽訂合作備忘錄。

10月 TWNIC首度舉辦
「域名飄、愛心揚」慈
善公益活動，與受理域
名註冊單位提撥收入
5%，協助弱勢族群。

9月 台北市網路新都計
畫完成，達到全市建制
四千餘個無線存取點、
服務範圍覆蓋90%北市
人口。

10月 中國信託網路銀
行登錄會員數超過100
萬人，網路銀行服務開
始普及。

12月 雅虎奇摩併購無
名小站。

8月 年度Wikimania國際
維基年會在台灣召開。

1 0 月 　T W N I C主辦
ICANN台北區域會議，
此為ICANN首度區域會
議，網路之父Vinton G. 
Cerf首度在台發表專題
演講。

11月 TWNIC與國內七
大ISP業者共同建置IPv6 
Tunnel Broker連線上
網服務。

12月 TWNIC正式推出
「 .tw page parking 
e-service」服務。

7月 行政院擬定電子書
產業行動方案，預計投
入21億台幣推動產業發
展，目標到2013年達
到產值千億元的目標。

12月 TWNIC成立十周
年。

10月 雅虎奇摩、蕃薯
藤及PChome Online紛
紛宣佈營運開始獲利。

11月 台灣掀起微網誌
風潮。

12月 「.tw」DNS伺服
器，啟動IPv4/IPv6 的
dual stack。

10月 電子發票上路，
嘉惠電子商務業者。

11月 TWNIC全面開放
「.tw」泛用型英文網域
<ascii.tw>名稱註冊。

11月 財政部表示超過
六萬元的網拍收入將進
行課稅。

9月 台北市啟動公共無
線寬頻網路計畫。



鄧
添來，現任交通部郵電司司長，TWNIC網域名稱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參與TWNIC十年發展過程中，一

個很重要的靈魂人物。笑稱自己雖然是主管馬路有關事務，卻仍堅信「多用網路，少用馬路」的鄧添來，

對於網域名稱的推動，以及未來數位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醫等夢想的實現，有很深的期許。

全球電腦使用人數已超過三億，台灣上網人數也超過一千五百八十萬人，這顯示了未來絕對是資訊網路

的時代，而推動台灣網際網路發展的幕後推手就是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從當初學術用途、到商業

化的過程，TWNIC一路走來相當辛苦，但仍始終秉持著中立的角色，為台灣網路提供網域註冊、目錄與資料

庫建置、及趨勢推廣服務等。

過去十年間，在民間與政府共同的推動下，台灣網際網路發展與國際先進國家並駕齊驅，TWNIC在此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面對全球趨勢、產業脈動、以及未來網路的技術挑戰，TWNIC總是不斷提出最新的想法與引進最

新的資訊，並為台灣的網路發展策略及政府部門制訂相關政策時，能夠提供意見參考。尤其

在域名註冊與維護管理、域名爭議處理，TWNIC都扮演著中立與關鍵的重要角色。

許多人或許不明瞭域名的重要性，域名是個人與企業在網路上最主要識別，與企業

公司網路品牌形象密切相關，因此商標與域名一直以來都是被討論的重點。尤其當全

球都已進入數位網路化的時代，所有人都使用關鍵字來搜尋資訊，因此，如何保護域

名，就如同企業維護品牌形象同等重要。

展望未來十年，有太多的可能性，尤其在寬頻與無線網路方面的應用，都可以

在食、衣、住、行、育、樂、醫上實現。其中要特別提出的是遠距醫療的

部分，運用新一代的IPv6網路通訊協定，可以達到每個人與每一項物

品皆有IP，舉凡一切就都能夠具有連網功能。如此一來，面對未來，

龐大的銀髮族社會即將來臨，IPv6還能夠協助社會福利進化。

TWNIC在未來十年扮演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但絕非單打

獨鬥，而是結合各界資源，例如電信業者、IT產業、內容服務業

者等，並藉由開放、自由的精神，協助下一代網路基礎建設的規

畫與執行，並鼓勵各界發想更多、更好的創意應用，以推展台

灣網際網路應用之普及。

扮演關鍵角色，
推動社會福利進化

交通部郵電司司長  鄧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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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交通部郵電司司長

學歷：台灣大學電機研究所 
經歷：電信總局副局長、郵電司副司長、郵電司簡任技正、

 電信訓練所傳輸科主任 



成
立於1992年的非營利組織國際網路學會(The Internet Society, ISOC)，以網路公民議題為核心，

致力推動相關技術標準、政策及教育的發展。2008年，在國際知名資訊學者、前清華大學校長的

劉炯朗院士帶領下，以「台灣國際網路學會」(Internet Society Taiwan Chapter)正式成立。做為學會理

事長，劉院士期許，未來仍將與國內各網路社群及TWNIC攜手，從國際接軌的角度，持續為台灣國際

資訊合作發展貢獻心力。

緊密合作，快樂分享
台灣國際網路學會(ISOC Taiwan Chapter)理事長   劉炯朗

台
灣網際網路協會與TWNIC的關係深厚，在19席的董事代表當中，佔有8席，為業者在網域名稱註

冊和IP位址發放等議題，提出許多重要見解，影響網路相關政策的制訂。協會理事長譚昌文認為，

TWNIC在台灣網路資源公平分配上，十年來有很不錯的成績，而他也對下一個十年提出建言和期許。

世界上ccTLD的運作可分為二種方式，一為具有強烈政府運作色彩，著重網路資源公平分配原則，另一種以

近商業獲利模式，經營網路資源。TWNIC屬前者運作方式，台灣過去十年在中華電信獨佔的情況下，網路業者

的經營是比較艱困，但是TWNIC在公平原則下，分配IP資源，協助業者發展，促進台灣網路普及化，擴大市場

規模，做出很大的貢獻。過去網路業者假如想跟中華電信(Hinet)互聯(peering)需支付高於世界各國業者數十

倍之成本，在四年前，TWNIC透過研究討論的方式，探討這個議題，相關的政府單位才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情。

這是TWNIC和協會一項很有意義的合作，後來的價格降到近似合理金額，但仍微高於世界標準，對於處於相

對弱勢的中小企業主來說，能夠用較低廉的價格申請到網路，生存下來的機會也

就增加。

不過，因為這十年來網路科技變化非常大，過去十年TWNIC一貫著重公平性

的分配的做法是否在下一個十年仍是一個好的策略？可能可以再重新思考。

因為在域名市場競爭的考量之下，假如能夠適當地讓百家爭鳴，或許會讓網

路在發展其相關應用時，束縛更少，百花齊放的情況也才能產生，這點TWNIC也

許可以繼續和業者共同努力。

下一個十年有幾個議題，是我認為TWNIC正在或者是可以發展的方向。

第一是IPv4要轉換成IPv6，在銜接上要做好計畫。第二是new gTLD的

出現，TWNIC必須要想好策略，才能創造出華文市場的均贏。第三

點是，要增加台灣網路在世界上的可見度和代表性，走出國際，

讓更多人看見我們。

創造華文市場均贏的局面
台灣網際網路協會(TWIA)理事長   譚昌文

現職：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董事、台灣網際網路協會
 理事長、台灣科技大學光電所/電子工程學系教授
學歷：美國雪城大學電機博士

經歷：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Gigamedia Limited.、
              President, Koos Broadband Telecom Inc.

現職： 中研院院士、台灣國際網路學會（ISOC Taiwan Chapter）理事長、
 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TICRF）的董事長
學歷：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博士

經歷：曾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美國伊利諾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理工大學等，與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與榮譽教授。

一九五八年，我到麻省理工讀博士，當時我正好處在以真空管組成第一代電腦，準備轉換到改用電晶體

（transistor）的第二代電腦時代，之後我們就不斷看到電腦資訊史一直產生新的革命；1990年後，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的興起，透過電腦的連接，原本分散的人類智慧也被連接起來，人類社會出現了全新面貌。

從數據（data）的交換，進階到資訊（information）的交換，進階到內容（contents）的交換，再進階到思想理念

（thoughts）的交換，人類文明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看著過去這十多年網路的進步和發展，我用八

個字來總結，那就是「自由分工，自由分享」，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在

2001年宣布了一個開放教材，MIT準備以一億美金的費用、十年的時間，把MIT大約有2,000門

大學部和研究所的課程內容，放在全球的資訊網上，讓全世界公開參閱和使用。

然而，網路只是一個工具，而不是全部，它需要被妥善的應用管理，而TWNIC就扮演了

重要的管理角色。但光這樣是不夠，更積極的來說，面對這樣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及年

代，TWNIC更應該扮演一個推廣及協調的角色，協助各方善用既有資源，去服務民

眾，並且在弱勢團體的關懷上盡力。例如ISOC Taiwan Chapter很關心網路內

容對兒童與青少年的影響，以及相關網路使用的素養問題，由於台灣在科

技領域有很好的研發能量，在國際上備獲肯定，因此我們跟TWNIC可以扮

演先鋒角色，深化數位學習的發展。

全球資訊網這個平台，的確讓世界變得更小、更平坦了，但我也必須

提醒，自由分工、自由分享這個觀念和原則，也有它可能的短處和缺

失。共同創作的結果，其準確性和可靠性是一個問題，隱私權的被侵

害也是必須防範的，而智慧財產這個問題，不能夠完全被忽略。如何

運用適當的人力、財力、資源，來支持自由分工、自由分享，讓人類能

夠更緊密地合作和分享，是我們身在這個新時代必須共同思考面對

的問題。

22

活力
領航

23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十週年特刊



繽紛，創意自由的時代、知識的時代、互動的時代，網際網路的出現，加上寬頻架構的強力引擎，每個人

在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窺見世界的全貌，當然更能推動世界的進步，一個不經意的想法，就可

能大大改變原有熟悉的社會規律，創造了全新工作、生活及交易模式，人們花更少力氣，完成更

多的事。眾星雲集，英雄逐鹿，我們在百花齊放的歷程中，紮實且努力地實現明天的夢想⋯⋯



走進數位社會1：個人部落時代F
a
c
e               1

每
個製造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創作的同時也是欣賞，每個連結的網頁，是

起點也是終點。」美國知名科技觀察家，也是著名科技雜誌《Wired》前

總編輯凱文凱利(Kevin Kelly)如此解讀我們現存的這個網路時代，「我們就是

網路(We are the web)！」

1945年，電腦先驅凡內法布希(Vannevar Bush)點出了網路這個概念架構，

1965年泰德尼爾森(Ted Nelson)提出真正的網路概念，網路多點連結及快速傳

遞的特性，1989年，柏納李(Tim Berners-Lee)設想出超文本（Hypertext）構造鏈

結資訊系統，1993年制定出URL、HTTP、HTML等的第一個規範。網際網路開始

快速發展，由早期的單向媒體與觀眾的型態，轉變為互動創作參

與。網路已經不再是企業、公司行號所用來進行商業模式的行銷工

具，而是能為個人創造出無限機會的舞台。

由下載到上傳，由閱讀到分享，每個人都是世界的中心。2006年，

美國《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不是胡錦濤、不是布希，而是在銀

色封面上映射出的「你（You）」！

創造被看見的機會

分享精神的普及，也改變了個人在網路上展現的面貌型態。網路

發展初期，由於對新環境的不熟悉，加上電腦可做為屏蔽工具，人

們上網總是喜歡隱藏自己的面貌，以便不受拘束地恣意發言；然

而，隨著部落格、微網誌、以及各類社群網站的出現，網路日漸展

現其強大傳播力量，促成了個人化時代來臨。

相較於傳統的媒體，不管是電視還是報章雜誌，想要讓自己曝

光是必須花費相當代價的，但網路環境誕生後，將突破以往的這

種限制，被看見、被肯定、被認同，使用者不再隱身在密碼般的ID

背後，透過文字、照片、影音內容的傳遞，秀出更真實的自我，就

算只能紅十五分鐘，也要把握住機會！能力無國界，生涯會轉彎，

插畫家彎彎從一個小美編，成為知名圖文作家，

原本只是平凡家庭主婦艾瑪，成為眾人相約吃

喝前的美食顧問，人們想要進一步與人互動的熱

情，也扭轉了經濟型態與社會網絡結構。

別以為小看自己生活中的胡思亂想，一點點的

不同，就可能引爆新的浪潮，每個人自己就是品

牌，但品牌並非嘴上說說，文章寫寫就會形成，別

人對你的「既有印象」，是經年累月從與你的接

觸所得到的印象，如果有更多的碰撞記憶點，個

人形象就有機會更鮮明！

建立長期認同感

架設部落格是個不錯的方法，但能擁有自己的網域名稱才夠酷！譬如到各個入口網站加入會員後，會獲

得屬於自己的ID，也可申請該網站所提供的部落格功能。所獲得的部落格網址中，使用者名稱ID一般會在

該網站網址的最尾端，不僅字串長，想要別人在搜尋引擎裡可以快速搜尋到，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

想要簡短網址，可透過註冊.tw個人專屬網域名稱後，並藉由受理註冊機構提供的轉址服務，來達成不變動

現有平台服務，又能擁有個人專屬簡短好記的網路識別。

擁有個人網域名稱之後，網址就可簡化為www. yourname.tw，簡潔好記許多。擁有個人化的網域名稱，

不但少了寄人籬下的拘束感，更讓別人更容易找到你、辨識你，進而累積出自己的高人氣。不論你部落格或

網站在何處，任何人只要在瀏覽器的網址列輸入你個人化的網域名稱，就可直接進入，如此不但省下搜尋

的時間，更能讓你快速的被找到。

但如果申請了個人網域名稱，就算日後又要搬家，住址永遠不會變，部落格或站內的資料也不會受到影

響。知名美食部落客艾瑪和致力於網路創業活動的Mr.6劉威麟，都早已註冊屬於自己的個人網域名稱，統

合部落格、相簿、影音等所有的網路資料。

更容易被辨識

劉威麟就表示，擁有自己專屬的網域名稱，和文章結合在一起更容易吸引人注意。甚至當看到流量表顯

示世界各地的讀者來到.tw結尾的網域時，都讓他覺得自己在為台灣爭光。

網域名稱不只限定英文語系，越來越多人將中文網域名稱視為展現個人風格的一環。長年在全球各地征

戰的國內知名網球選手盧彥勳，官方網站的網址就是「盧彥勳.tw」，不僅好記，也強化了個人形象。因此不

管是演藝人員、專業經理人或SOHO族，未來都能直接將「姓名.tw」印在名片上。

目前只要註冊.tw網域名稱，就能免費使用《TWNIC Page Parking e-Service》，此服務整合『風格網頁』、

『網站空間』、『DNS代管』及『郵件轉址』，讓使用者不需要耗費財力與技術；如果使用者還有進一步需

被看見、被肯定、被認同，網路日漸展現其強大傳播力量，促成了個人化時代來臨，從文

字、影像到個人網域名稱，建立更多的碰撞記憶點，個人形象就有機會更鮮明！

我就是世界的中心
如何利用.tw打造個人網路品牌

個人網域名稱轉址至

自己的部落格、相簿、影音等網路應用

無論你的部落格設置任何網站下，只要有個人

網域名稱，就不怕和親朋好友失聯。

名片上印製個人化的網域名稱
不論是個人網址或電子郵件信箱，都和個人化

識別一致，不斷地強化別人對個人的印象，就

很容易建立個人網路品牌

facebook
pixnet

YouTube

flickr

yourname.tw

http
://y

ourname.tw
建立個人專屬的網站
最適合專業經理人、社會新鮮人、SOHO族使

用，建立個人網路品牌

yournam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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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能向受理註冊機構依據服務模式之規劃提供更多元的付費服務。

「新時代裡，個人網域名稱就是你的名片，給自己印個名片吧！連結世界就從這裡開始。」這是詹宏志的

行動，你也趕快加入吧！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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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數位社會2：行銷商機F
a
c
e               2

1995年，貝佐斯在美國西雅圖成立了亞馬遜書店網站，在當時，多數

人並不相信這個主意可行，但現在，亞馬遜不只賣書，各類生活

用品在網站上都可以找到，營收將突破兩百億美元，成為全球重量級的零售通

路。另一個電子商務代表eBay，根據調查，網站每三秒鐘就賣出一雙鞋、六秒賣

出一支手機、16秒售出一個iPod、55秒就賣出一台衛星定位系統（GPS）。而旗

下的PayPal線上支付金流系統，平均每秒處理交易金額，更高達2,047美元。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2009年的報告顯示，全球金融危機反而給予電

子商務新的成長活力，網路銷售不管是在歐洲、美國或中國都出現成長，反觀

傳統的實體商店則因消費者可支配所得縮水，銷售每況愈下。OECD在報告中

引用一項調查指出，英國、德國與法國的消費者如果在網路商店購買電子產

品、DVD與服飾，比起在實體商店消費，平均能省下17%。

上網浪潮不可擋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灣，根據資策會的統計，2009年市場規模將達到新台

幣3,116億元，較去年成長30.4％，其中預估B2C的市場規模為1,688億元，開店平

台、購物網站都屬於此類，較去

年成長26.5％，而C2C的市場規

模則為1,427億元，主要指雅虎奇

摩拍賣與露天拍賣，較去年成長

35.2％。三成以上的成長速度，

除了新興產業的自然成長之外，

各種類型實體店面及中小企業

大舉轉進電子商務領域，也是促

使成長的原因。

根據經濟部的統計，台灣中小

企業受到2008年金融風暴的影

許多傳統產業努力轉型，運用網路行銷、訂貨，不斷創造全年無休的銷售環境，然而，如同開實

體店面時，地點決定了銷售的動能，在網路上，當然也不能忽略網域地段的重要性。

設對賣點，全球買家聚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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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氣氛，也必須在頁面設計上花心思，更重

要的是，開實體店面時，一定會選擇交通

便利、容易被看見的位置設點，在網路上，

當然也不能忽略「地段」的重要性。

舉例來說，在實體世界中，假如你將店

面開在巷弄之間，門牌還有個幾號之幾的

幾樓，要讓別人記得地址，並找到你就相

對困難許多。所幸虛擬世界裡，可透過擁

有專屬「.tw」的模式，建造出專屬於自己的

整棟大樓，不但大樓的名稱由企業主你自

己決定，申請完成就可以立即啟用，大樓裡每層樓都是你的，每層樓都擁有相同的開頭網址，只要另外指

派詳細樓層分配即可。

商機在這裡

不僅是選個好地段而已，就目前的商業環境，當消費者產生想要交易互動的念頭時，第一個動作一定是

上網查詢，因此網域名稱的註冊，也決定了消費者認識企業的方式及印象。就內部管理來看，不論是架設

網站、專屬的電子郵件信箱作為溝通管道，ADSL連線設定等等，在這一串的整合應用服務裡，網域名稱成

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元件」，其所扮演的角色絕不容忽視。

先行註冊網域名稱的最大優點，就是防止品牌名稱被他人佔用，也避免辛苦經營的響亮實體品牌，在未

來進軍網路時，反而成了他人網域名稱。屆時，可能的情況有取回費用高如天價、同型商品藉機混淆，更嚴

重的，還會造成不肖份子利用企業原有的知名度，透過網站進行違法的詐欺活動，不僅會造成內部管理流

程的困擾，公司辛苦累積的商譽，也會因此毀於一旦。

響，家數由原本的124萬略降為為123萬，目前佔全體企業家數的97.7%；就業人數達796 萬人，占全國總就

業人口的76.58%，面對全球經濟重整情勢，以及不可擋的數位浪潮，許多傳統產業努力轉型，將實體店面

改為網路店面，運用網路行銷、訂貨，不斷創造全年無休的銷售環境，並且多方接觸到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客

戶，擴展無限商機。

根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MIC）2009年1月報告顯示，台灣有46%的電子商店業者計畫拓展海外市場，已

有18.2%的業者投入跨國經營，到2010年有19.9%的電子商店業者將投身於跨國經營。國內最大製造商、全

球電子產品代工霸主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就指出，「網路對企業如同翅膀，若是老虎，將如虎添翼。」台

灣中小企業有很好的資源，包括好的生產製造基地，對鄰近國家文化能夠充分掌握，再加上擁有好的國際

貿易環境，只要能夠善加利用網路平台，運用電子商務及虛擬通路將自有品牌推廣出去，產業就能邁向升

級轉型，可以開創另一個藍海。

創業新藍海

大企業、小賣家，不上網，就淘汰。開站3年的PChome Online商店街在去年11月一舉突破5,000店門檻，因

其聚集效應，近半年已再增加千餘位賣家，總數已高達7,000餘家，再加上去年「台灣樂天市場」與「雅虎奇

摩超級商城」接連開站，更讓網路開店創業及行銷風潮增添不少動能。

根據資策會於2009年12月發布的資料顯示，在台灣電子商務中，有59%的店家同時經營虛實通路，純網

路型態的則佔41%，總歸各類平台、各種商品來源，目前台灣專職網路賣家估計有一萬多家，販售類別百百

種，但相較於實體世界，網購市場還有許多空間可以發揮。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劉楚慧建議：「台灣

線上購物廠商可朝向區隔產品市場定位、活化網友互動機制與搶占海外合作商機等三個方向發展。」 

在三個方向之中，產品市場定位，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依據規模大小不同屬性，作法上自然存

在著差異。若是初投入市場的賣家，由於仍在試水溫階段，多半會建議選擇開店平台，節省後端像是金流、

物流的管理困擾，然而，隨著規模變大，商店品牌就顯得格外重要，除了如同經營實體店面時必須考量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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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於2009年10月正式通過國際化國碼頂級域名 (IDN ccTLD)申請計畫，2010年開始，將開放非

英語系的域名，增加全球使用者的存在感。

用自己的語言，漫遊網路世界
國際化域名IDN

坐
在電腦前，鍵入www.google.com.tw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有沒

有想過，對於住在中東的孩子來說，這可能會是一個障礙，因為網址

所使用的語言是英文，並非他所熟悉的阿拉伯文。為了讓更多人能夠享受到

網路帶來的便利性，ICANN在2009年10月於韓國首爾所舉行的會議上，已經

通過國際化國碼頂級域名(IDN ccTLD)申請計畫，今後網路的網域名稱，將不

限用羅馬字母換句話說，中文、阿拉文、韓文、日文未來都可以拿來當國碼頂

級網域名稱。

ICANN指出，目前全球16億的網際網路使用者中，有超過半數是使用非拉

丁語言。這項變革對這一半的網際網路使用者來說，是非常必要的，也將有助

於擴大網際網路的廣泛應用。「這是網際網路發明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改變之

一。」ICANN執行長貝克史東(Rod Beckstrom)指出。

講中文也能通

由於網際網路是從美國發展起來，因此網域名稱

最初只使用美國資訊交換標準碼(ASCII)中的字元，

也就是大寫A到Z，以及小寫a到z，加上數字0到9，以

及部份符號來呈現。同時，在所謂的國碼頂級域名

(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部份，也要求

採用兩個英文字母的組合，例如台灣是「.tw」、日本

為「.jp」。隨著網路在非英語系國家的發展，將網域

名稱用各國語言來表示的需求日益升高，ICANN成員

便開始積極推動的國際化域名，減少必須將域名音

譯或意譯的情況，並增加英語系以外語言的網路存

在感。目前已經測試過的語言包括阿拉伯文、繁體中

文、簡體中文、俄羅斯文、希臘文、韓文、日文、希伯

來文、以及意第緒文等11種語言。

ICANN已在2009年11月16日開始接受國際化域名

關鍵技術 ❶

的申請。第一個國際化國碼頂級域名的應用將在2010年年中推出。台灣資訊中心TWNIC也已向ICANN提出

「.台灣」的國碼型域名申請。

其實，第二層之中文網域名稱如「中文.tw」多年前便已開放，因應新的IDN標準之制定，多國語言域名需

依IDNA架構註冊與解析，TWNIC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第二代泛用型中文網域名稱」，也就是註冊時，繁體

域名可同時保留且可以解析簡體域名的政策。

以台灣為例，因為「台」、「灣」都有簡繁字的差別，可能會有臺灣、台灣、台 或臺 等10種組合，但未

來只要使用者註冊其中一種，就自動保有其他組合的網域名稱。在瀏覽器部份，微軟的IE7、火狐、蘋果的

Safari、及應用在手機Opera都有支援IDN的版本。

統一字表，溝通更順暢

域名雖已鬆綁，但短時間還是有諸多限制，比如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該國官方語文的國碼頂級域名，且

國家頂級域名，須與國名有關連性。伴隨著IDN而來的另一個焦點，就是在「.com」、「.org」這類通用頂級域

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 gTLD)部份，不同於拉丁文字，在其他的語言中，如中文、日文、韓文等，往往2

個字元即為一完整的意義，許多使用非拉丁語之網路社群團體，強烈地要求ICANN在IDN gTLD中應該考量

到各國之文化語言結構不同，取消目前必須為3個或以上的字元數的限制。

除了字元數量外，字碼轉換也是個大問題，舉例來說，Unicode組織當年在定義字碼的時候，是以字形為

基礎，將中日韓文使用到的漢字（簡稱CJK）統一在同一張字碼表。也就是說，如果兩個字的字形（glyph）

相同，即使這兩個字在不同國家的意義不一致，這兩個字就共用同一個字碼。

例如「机」字，在中文，這個字是「機」字的簡寫；在日文，這個字卻是茶几的意思。由於一個漢字會有多

個不同的字形同時出現在Unicode字碼表中。因此，一個漢字域名會對應許多個不同的Unicode字串，這可

能會造成商業授權的困擾。針對這些爭議，ICANN表示會要求會員以字表做為標準，以降低相關困擾。

域名就是品牌

此外，面對「世界是平的」的今天，城市競爭將不亞於國家競爭，因此有許多城市組成城市域名聯盟，推

動城市域名之盡早開放申請，包括羅馬、柏林、巴黎、東京、紐約等都加入推動城市域名的行列。但因為考

量到語文轉碼、地理相關名稱開放與商標等問題，ICANN對以上幾個提案及爭議仍在研議中。

在講求品牌認同的今天，網域名稱就是品牌的一部份，目前全球已有約1.8億個域名被註冊，每年域名註

冊市場（包括二手市場和有關的增值服務）的交易規模估計約為100億美元 。隨著用戶和企業逐漸認識到

網域名稱的投資價值，國際化域名的應用將會更受到重視。

IDN ccTLD發展大事紀 

2006/12  ICANN提出對於IDN國碼
頂級域名 (ccTLD) 的正
式協商與討論。

2008/06  IDN ccTLD 有限數量
的”快速通道實施計畫”

草案於ICANN董事會中
投票通過。

2009/10  IDN ccTLD申請計畫於
ICANN韓國首爾年會中
審議通過。

2009/11  I C ANN正式開放 I D N 
ccTLD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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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數位社會3：娛樂世紀F
a
c
e               3

文
字、聲音、動畫、影像，多樣化的媒體元素，使得網路帶來更寬廣的創意

空間，舉例來說，當一家企業要做汽車廣告時，可以透過圖片的放大，

從車體到車內的各項功能配備，甚至看到車輪的紋路，再積極一點，甚至還可

以藉著互動小遊戲，讓使用者體驗奔馳的快感。

此外，網路高度互動的特質，更增添了使用時的豐富感，帶動諸如線上音樂、

遊戲、影音的新一波娛樂經濟。據資策會MIC的推估，2010年線上娛樂市場規

模將達到264億美元，其中線上遊戲、線上音樂都有大約94億美元規模，線上

影視為75億。 亞太地區在線上遊戲的部分，尤其被看好。

其中，以影音為主的服務，近來成長速度驚人，根據市調公司尼爾森的資料，

過去六年，線上影音使用人數成長了339%，而使用者花在網路上觀看影音內容

的時間，更成長了1957%，「影音內容基本上就像日用品，會被廣泛地串聯及消

費。」全球最大影音網站YouTube創辦人暨執行長賀利(Chard Hurley)指出。

以YouTube為例，這家在2005年成立的網站，在短短的時間內就累積起可觀

的流量，每月有超過一千億的到訪人次，超過63億支的影片被觀賞，強大的力

量更是捧紅了像是英國蘇珊大嬸、跳舞麥特等素人明星。

建置強而有力的後盾

然而，在影音娛樂新經濟的背後，先決條件是得有

足夠且品質穩定的寬頻架構，才能真正滿足使用者的

需求，發展出更有趣多樣化的應用服務，其中，將IPv4

轉換到IPv6的工作，將會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就網路的架構來看，最初網路的雛型是端點和端點

間的通訊，指的是兩台電腦間可以不需要中介就自由溝

通，並且任何一方都能夠開啟通訊。然而，由於目前IPv4

位址的短缺，使得網路位址轉譯器（NAT）的使用非常普

及，也使得終端電腦間的連線需透過中介電腦來完成，

而使得某些網路應用無法實現。 

為了增強IP協定的功能及擴充性，

網際網路工程小組（IETF）自1990年起

便開始進行下一代IP通訊協定的發展

工作，提出IPv6的架構標準。相較於

IPv4，IPv6提供了大量的IP位址，使得

網路可以重拾端點對端點的通訊能

力。就特性來看，IPv6的轉送效能與

移動性上也勝出IPv4許多，並且可以

利用QoS及IPSec等機制，提高重要網

路服務的傳輸品質及安全性。目前的

IPv6商業開發大多立基於這些優勢之上。 

以線上遊戲為例，原本IPv4網路上的遊戲採用的是客戶端與伺服器端的模式，只能在一個區域和一定的

範圍內進行，IPv6有了足夠多的位址，可實現網路上所有設備的點對點 （P2P）通訊。未來更可結合寬頻無

線網路及IPv6強化的移動性能力，使得線上遊戲可在實體環境中，隨時隨地的上線大戰一場。

享受高品質服務

就目前的發展情況，美國的Comcast有線電視服務網採用IPv6為營運核心系統，台灣商業ISP也已於IPv6

網路上嘗試營運服務，如中華電信HiNet就推出IPv6影音網，讓使用者享受高品質的影片觀看服務。 

台灣在福山植物園、墾丁南仁山等生態保育區、及核三廠出水口等地，都曾推行設置無人監測站計畫 

(Sensor Network) ，進行生態觀測及資料的收集，利用無線IPv6傳輸影像與數據資料，將資料送回處理中

心並進行儲存後，再交由 PC Cluster 與大型主機負責運算，進而從中粹取出知識。如此做法，不僅有助於學

界對於台灣原生的動植物的觀察與研究，對於一般的民眾而言，僅需要連上網路，即可透過網站所提供的

同步影像播放，得以對台灣本土的生態環境有更深的認識與了解，進而對台灣產生更深的認同感。

此外，過去10年間，全球電話用戶的成長率僅5%-10%，而數據服務的成長率卻高達25%-40%。數據業務

取代電話業務成為電信公司的營收主力是必然的趨勢，然而，就目前的情況，電信業者甚至是企業，都分

別建構了不同的網路系統如電話網路、有線電視網路、網際網路等，以提供不同的需求及服務，但這些網

路間彼此互不相容，使用者必須分別申請線路，購買與該服務對應的終端設備，而業者為了管理及維護各

自獨立的線路，也必需付出相對營運成本，並轉嫁至消費者身上。但是，未來的語音、數據及視訊等，都勢

必逐步移轉到IP網路上，使得電信業者也積極投入IPv6的建置工作，以日本為例，NTT東日本及西日本已於

2006年起正式在IPv6網路上商業營運VoIP網路電話服務。另外，包括居家安全監控系統、即時視訊連線、居

家照護應用、網路遠端燈光控制、無線網路等，預計未來五年內居家生活及各項應用，都將會植基在IPv6的架

構上，物物即能更無縫地連網。現在只是起點，一起擁抱明天吧！

隨著網路發展日趨成熟，多媒體影音串流被認為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網路應用，透過IPv6的架構
QoS等機制，對講求即時性的多媒體傳輸應用發展，將帶來極大的助益。

影音服務好好看

IPv6 發展之優勢 

足夠的位址空間 
彈性的上網機制：隨插即用 
安全性高 
支援QoS功能 
封包轉送效能提高

支援移動式IP 

34

繽紛
創意

35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十週年特刊



走進數位社會4：智慧生活F
a
c
e               4

我
的房子會是由木頭、玻璃、水泥和石頭建造的。它建在山上，大部分的玻

璃窗都望向華盛頓湖和西邊的西雅圖，可以將夕陽西下以及奧林匹克

山景盡收眼底。我的房子也是由矽晶及軟體建造的。矽晶微處理器及記憶晶片

的裝置，加上軟體的帶動，將使整個房子具備互動網路的特徵，這是未來幾年

後上百萬棟房子都會有的特徵。」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在1996年出版的「擁抱

未來」一書中，描繪當時正在興建中自家住宅。

這棟佔地約兩千坪的住宅，根據不同功能區分為12個區域，通道出口處皆裝

設可記錄訪客資訊的電腦，附設的會議室，則可24小時使用高速網路，並隨時

進行網路視訊會議。屋內的地板，則是一個巨大的感測器，當有人走進房間

時，就會根據陽光強度，調節房間內的燈光亮度，還有空氣溫濕度等，除了照顧

人，豪宅裡的一棵百年老樹，更可透過感測器偵測出老樹的需水情況，及時提

供全自動的澆灌照顧。

應用進入平常百姓家

別以為這是全球首富才能享受到的便利，隨著科技及基礎建

設的改善，這樣的理想生活情境，已經逐步落實在平民日常生活

之中。未來透過所謂的主控中心，各式數位家電不但各自可寬頻

上網，同時也能串接數位家電，進一步將數位娛樂、寬頻通信、

設備控制(例如醫療設備、安全監控等)、以及資訊應用等四大領

域整合應用。看好這樣的概念，從資訊業者、家居裝璜到建築業

者，甚至包括醫療、教育等服務業，皆卯足勁開發各類新型態的

連網裝置，以及相關的解決方案。

韓國三星就提出「Homevita」概念，整合多項數位科技。舉例來

說，當住戶進門用臉或手印靠近面板，監視器即可得知是家中那一

位成員，住戶還能用手機輸入密碼，自動幫其他人開門。此外，透

過面板按鍵借閱電子書、廚房指導作菜技巧、水龍頭自動調整高度、電子活動相框、手機遙控電視。住戶洗臉

刷牙時可聲控調節浴室水量、溫度及泡沫等。也都會在不遠的將來一一體現。三星物產更將原本的網路事業

部獨立成為家庭網路公司Cvent，專門

負責家庭網路系統建構。

台灣方面，T W N I C促成建築業者

與中華電信合作，在IPv6的基礎上，

建置包括無線寬頻、遠端監控系

統、F T T H光纖到府、指靜脈辨識、

遠距照護、手機門禁管理系統，推

動包括居家照護(Healthcare)、數位

娛樂(Entertainment)以及居家保全

(Security)智慧型數位住宅應用，使得

家中設備將真正地適時適地的為人所

用，例如人們一回家，系統感應到有人

回來，就立刻開門，並打開家中電燈，

立即播放喜歡的音樂，享受高品質的

居家生活。

多樣化智慧服務

不只是居家型態的改變，以往的網路，主要是人和人的連結，或人和物的連結，但隨著微處理器、無線通訊

等技術的進步，現在只要在終端設備嵌入智能化的元件（例如RFID晶片），賦予收集和處理訊息的功能，再利

用通訊技術將終端設備串連在一起，就能達到物體與物體之間的連結和溝通，發展出多樣化的智慧服務。

在美國，IT業龍頭IBM在年初時提出「智慧的地球」（Smarter planet）計畫，其目標是要讓人、物品與服務

透過網路互相連結，包括能源、醫療、交通、金融、物流等各個產業，甚至城市、國家的基礎建設，形成智

慧化的立體世界，以解決當前個人與社會的問題。美國政府也已經和IBM、GE等企業合作，開始投入智慧電

網、智慧醫療和智慧寬頻網路的相關建設。

然而，這些夢想能否加速地實現，IPv6扮演了關鍵角色。以往的IPv4是將許多應用整合到同一個電腦，再

由電腦與伺服器溝通，屬於封閉式環境；相對地，IPv6則是開放式架構，每個東西都可以獨自上網，再加上

標準化之後，價格也容易下降，成本也可降低。

日本就成功開發了採用IPv6的大樓管理系統，主要用於監視和控制大樓內部的電器、空調、防盜和防災等

設備。  西班牙也發展出IPv6保全系統能夠察看家中狀況，開關百葉窗、電燈、瓦斯爐等，還可以遠程管理

報警系統、遠程管理照相機、遠程照顧寵物（提供水或者食物）等。   

其實，未來並不遙遠，它已經發生在你身邊。

透過所謂的主控中心，將數位娛樂、寬頻通信、設備控制與資訊應用等四大領域整合應用，將

會創造出一個新的便利社會⋯

物物連網，一指掌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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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全智慧便利生活
由IPv4到IPv6

你
希望能夠在家中看到高品質影音的大聯盟比賽嗎？你希望在家裡就能

得到人性化的居家照護服務，讓生理訊號監測與緊急事故通報系統維

護您的身體安全嗎？你希望隨時都能得到第一手的旅遊氣象資訊，讓您方便

規劃旅遊行程嗎？這些並不是夢想，隨著網路架構由現存的IPv4架構升級成

IPv6，這些應用服務將可達成。

IP位址是網際網路用來辨認彼此電腦的方法，現行的IPv4位址就是第四版的

IP，預估在西元2011年到2012年間將使用完，未來將逐漸改用第六版IP(IPv6)的

位址。IPv6將提供更好、更穩定的網路服務品質。 

依據目前分配方式，國際組織預估，目前採取32位元編碼方式的IPv4位址將在

2011年不敷使用，但全球網路使用量有增無減，所以改換成以128位元為編碼基

礎的IPv6版本，對業者或對民眾來說，都是必須且有利的。除了消弭IPv4位址不足

的障礙，IPv6更有目前傳統IPv4所無法滿足的技術，如：可移動性（mobility）、自

動設定機制（auto- con�guration）、階層性位址架構、提高封包轉送效能、網路安

全（Security）、保障頻寬、分級服務(Di�erentiated Service)等。

建構未來基礎

政府有感於推動優質網路基

礎環境的重要性，自2002年開始

即推動屬於新一代網路技術的

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行政院國家資訊與通信推動工

作小組(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簡稱NICI)

也成立了IPv6推動工作小組，並於

2003年啟動「我國IPv6建置發展計

畫」，由TWNIC負責總計畫之執行。

計畫的各成員依照單位屬性組成

「基礎建設」、「研究發展」、「標準

測試」及「應用推廣」等四個分組，

關鍵技術 ❷ 由各分組擬定推動目標及工作重點項目。

在全球發展方面，亞太地區鄰近國家，如日本與韓國，已陸續投入大筆經費，推動相關工作的進行，中國

大陸當然也是急起直追。在歐洲方面，歐盟委員會已正式建議歐洲各國政府及工業界傾全力支持IPv6，更

於歐盟行政系統下成立IPv6工作小組 (EC IPv6 Task Force)，為歐洲地區勾勒整體之IPv6發展藍圖。然而，如

同TWNIC 多位專家所言，IPv4到IPv6的轉換過程中，並不是一個取代另外一個。轉換的過程比較像是一個

漸進的過程，會有一段時間是IPv4和IPv6共存的，然後才逐漸地轉為單獨使用IPv6。因此這中間的轉換需

要哪些準備，TWNIC都會提供協助輔導。

多樣化的商業運用

在IPv6網路基礎建設方面，已完成建置及啟動TANet及TWAREN骨幹IPv6路由功能，並完成13個區網中

心6509 Router 升級至Dual stack IPv4/IPv6。此外，商用IPv6網路方面，協助完成國內ISP IPv6連線網路共五

家，分別為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台灣電訊、台灣固網、和信超媒體及數位聯合等，並協助 Hinet，Seednet，

TFN，NCIC，So-net，APOL，及TTN等七家ISP，提供客戶利用tunnel broker 達成IPv6 上網服務。到2009 年10

月為止，輔導國內廠商取得IPv6 Ready Logo的認證產品數量是全球第三名，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例如經濟

部水利署就與國立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與資策會共同研發新一代的IPv6分散式洪水預報系統，該系統已

於2007年6月開始上線運作，至2008年為止，已開發完成淡水河、濁水溪、烏溪、高屏溪、與八掌溪等五個流

域之河川洪水預報模組。2009年將新增大甲溪、蘭陽溪、以及曾文溪等三個流域，經由系統的監控，在水患

發生前，透過推估降雨和水文模式演算河川洪水，有效操作上游水庫蓄減洪峰，並對淹水潛勢地區發佈預

警，提早撤離危險區域民眾，可大幅降低洪水災害的生命財產損失。

此外，在無線感測網路的架構下，搭配省電、價格低廉、體積小，且具有簡單的感測、運算、無線傳輸等

裝置的感測器，針對環境中我們感興趣的事物，例如在建築物中結合數位電表及感測網路技術，建置一套

建築能源使用管理服務網路平台，有效分析建築物之細部耗能資訊，此藉由資訊技術的導入，觸發耗能自

覺以達能源的有效使用及管理，以實現建築物節能減碳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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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數位社會5：行動連網F
a
c
e               5

一
場服務隨身帶著走的革命正在發生。先是蘋果公司在2007年7月推出智

慧型手機iPhone，接著在年底時，華碩推出方便攜帶的小筆電Eee PC，

硬體就定位，再加上電信營運商力推3G服務，以及網路頻寬品質的提升，使得

上網行為不但擺脫地點的限制，更引爆出新的商機及生活型態。

根據TWNIC今年9月所公布的「台灣無線網路使用調查」報告顯示，網路

受訪者與電話訪問者利用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或PDA使用無線區域網

路（WLAN），加上各類經由手機通訊系統行動上網的比例分別為68.79%與

40.29%。

在使用習慣方面，使用無線上網時最常用的三項功能為「搜尋資訊」、「瀏覽

資訊、網頁」及「收發電子郵件」，五成以上的22到34歲受訪者表示，有意願使

用電子導航查詢服務，另外有4成35到50歲的受訪者表示願意透過行動連線的

方式操作家中電器與保全系統等。顯見行動上網風潮在台灣已日益普及。

更容易上手的服務

然而，這樣的期待，目前仍

有挑戰需要克服，台灣已開

通行動上網之總用戶數超過

一千六百萬戶，佔了整體的

六成，可是所使用的加值服

務，多半停留在圖鈴下載，其

他網路服務的使用率仍舊偏

低：雖然各家電信及ISP業者

都有降價的動作，但對一般

消費者來說，價格還是影響

使用意願的最大關鍵。

負責這項調查的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系教授梁德馨建議，電信業者先

以免費提供某些查詢服務的方式吸引消費

者試用，等到其習慣行動上網後，在循序推

出各種付費服務，或者改成以量計價的方

式收費，讓消費者在很輕鬆的狀況下使用

該類服務。

根據調查公司Net Application今年三月

的報告指出，自今年年初起，全球行動上

網占整體上網比例已經成長25％。越來越

多的裝置支援上網服務，越來越多的服務

可透過雲端運算取得，這個趨勢也會將把

所有消費者、企業，捲進潮流裡，如同當年

達康（.com）的熱潮。摩根士丹利權威網

路分析師瑪麗‧米克（Mary Meeker），在今年於舊金山舉行的Web 2.0高峰會中指出，行動上網將接續網路

的發展腳步，成為下一個引領產業翻倍成長的關鍵。

掌握同步，就能掌握一切。每家業者都不會輕忽這個改變，試圖延伸自己的影響力到另外那一端。手機

大廠諾基亞不僅投入小筆電之設計與製造，也跨足軟體服務；搜尋引擎龍頭Google則以Android作業系統

進軍手機以及小筆電領域；國內電信業者台灣大哥大則推出屬於自我品牌的小筆電，中華電信更是積極佈

局軟體服務，從音樂下載到推出電子書城Hami，新的行動連網生活樣貌，正逐漸浮現。 

帶動跨界整合

3G、Wi-Fi、Wimax，不同的傳輸系統技術逐漸整合互通，頻寬更大、更快，而新的IPv6網路架構，提供了更

穩定的基礎環境，未來用戶不只講電話、玩遊戲，還可以下載影片、拍照，然後立刻上傳到部落格與朋友分

享；只要按一個鍵，就可以輕鬆完成購物，甚至可以把手機當作生活搖控器，管理家中電器用品的使用。不

單是手機及筆電，未來電視，甚至是汽車、家電，幾乎所有想得到需要用電的東西，都將成為連網環境的一

個節點，產生新的互動連結關係。

在各種可能的創新服務中，與地理位置結合的LBS適地性服務及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  AR)，是近

來極被看好的應用。透過LBS的定位，輸入所在位置，手機馬上顯示附近的玩樂地點與交通資訊，進一步可

再透過AR的技術，在既有的真實景象上，加入各種虛擬的數位資訊，例如用鏡頭對著建築物，螢幕中就會

在建築物旁，標示出建築物的高度；如果對準美術作品，就會秀出作品的背景與年代，讓使用者「走到哪、

看到哪」，進而促進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手機廣告、手機交易等商業化的運用。

容易使用、簡單享受，從企業到個人，在這場革命，無人能置身在外，預測未來的同時，更要趕快行動！

行動上網將接續網路的發展腳步，成為下一個引領產業翻倍成長的關鍵，產消費者也將因為

更便利的連網服務，與人事物之間產生新的互動連結關係。

打開自由生活的大門 更多誘因，推動無線上網普及—

非無線上網者使用意願

(資料來源: TWNIC台灣無線網路使用調查 2009/09)

電訪民眾 網訪民眾

可吸引其使用無

線上網情況

1. 可以在戶外及室
內無線上網 

2. 未來無線上網的
設備普及

1. 擁有無線上網的
設備 

2. 任何地方都可以
收到訊號

可吸引未來連結

無線上網地點

1. 咖啡廳、餐廳、
速食店』

2.家中 
3圖書館

1.家中 
2. 咖啡廳、餐廳、
速食店 

3. 捷運站、機場、
火車站

無線上網最合適

收費方式

1. 每月支付固定費
用』

2. 以傳輸資料的量
來計費

1.免費 
2. 每月支付固定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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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數位社會6：資訊即資產F
a
c
e               6

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在網路的時代也是如此，網路雖然帶來了諸多便利

性，提升了工作效率，但隨著資訊應用的普及，IT系統的相互連結範圍越

來越廣，資料串接的程度也越來越複雜、且難以理解，使得發生問題時的風險

也大增，一定會遭遇基礎建設系統的災難性故障，除了來自關鍵系統與網際網

路上的不當連結，或是某個上了一大堆修補程式的超級複雜系統，使用時無意

間觸發了某個錯誤的功能。更甚者，傳統世界舊有的犯罪手法，也開始利用資

安漏洞，進行詐欺、偷竊、偽造等犯罪行為，造成個人及企業極大的損失。

一旦資訊安全的出現狀況，對企業而言，不僅是造成內部管理流程大亂，重

則可能會因為重要商業訊息的遺失或盜取，造成重大的營運損失。在全球，光

是因為智慧資產遺失和遭偷竊，損失金額就高達一兆美元。

降低無所不在的風險

就實務面來看，資安問題範圍很廣，包括資料的使用、傳遞、處理及儲存四

個面向，一般來說可分為內部及外部，來自外部的風險多半是由於駭客的入侵，

或是病毒的感染，而內部往往是人員操作管理上的不當所造成。一項數據調查

顯示，全球近三年安全漏洞的數量一直高居不下，2007年漏洞數為6,514條，去

年為5,632條，今年截至11月底，已累計了5,247條。防毒業者賽門鐵克也統計，

平均每個月在全球會攔截到超過2.45億件惡意程式碼攻擊事件。

根據微軟所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的安全情報報告（Security Intelligence 

Report），維持感染率第一名的是其他木馬程式類別，但全球蠕蟲染率卻大幅

竄昇，比例從去年下半年的第五名成長到今年上半年的第二名。微軟也發現盜

竊密碼的程式與監視工具也愈來愈普及，原因在於鎖定線上遊戲玩家的惡意

程式的增加。 

人性面的問題難治，但技術面卻可以事先做好佈署規劃，不論是透過憑證確

保資料傳遞的安全，或是建置駭客攻防演練等等，都能降低危險發生的機率，然

而，一個根本的問題在於，目前網路所採行的IPv4架構，原為提供學校研究單位

之用，因此在設計時，安全性問題並非首要考

量，要能夠徹底建置安全網路架構，很重要的

是IPv6的推動，由於IPv6在原始設計時，就已

經將高安全性及內建的加密機制納入規畫，

因此可有效確保傳輸路徑上的安全性。 

增強資料認證能力

IPv6 在設計之初，就已經訂定了一套開放

標準網路安全協定IPSec，將密碼技術應用在

防護網路層，以提供傳送、接收端做資料的認證、完整性、存取控制，以及機密性等安全服務。

舉例來說，目前網路資料多以先將資料拆解成較小單位的封包形式傳遞，接收端主機收到訊息後再將封包重

組成資料，在IPv4網路中，駭客可能透過非法擷取路由資訊和IP封包，然後進行資訊篡改，使整個網路癱瘓。會造

成這樣的狀況，就是缺少一個良好的認證機制，導致封包遭到竊取，若是改採多重主目錄的IPv6主機架構，

會先在標題中插入來源的IPv6位址及目的地，每台主機上的階層服務目的地位址，再將這個位址與區域維

護的路由表相比較，以判定需進一步採取的轉送動作。同時在處理資料時，除非是最後一個封包，否則會

丟棄MTU小於1280位元組的資料，這有助於防止碎片攻擊。

針對蠕蟲問題，IPv6也同樣有優於IPv4的設計，主要關鍵在於IPv4擁有232的位址空間，但IPv6卻擁有多達

2128的位址空間，可用的IP位址數量大幅增加，降低了病毒感染的速度。以2003 年著名的SQL Slammer攻擊

為例，SQL Slamme能夠在一個半小時感染七萬五千台主機，全自動攻擊的機制，關鍵在於透過設計良好的

掃描策略，在網路中找到有弱點的SQL資料庫系統進行感染，但同樣的模式若到IPv6網路，如果以每秒百萬

個封包的速度，在一個擁有一萬台主機的IPv6子網路，則需要28年後才能感染第一台主機，自然大大降低

了資安的風險。

安全存取機制

此外，IPv6在設計上有本地子網（Link- local）位址和本地網路（Site-local）位址的概念，若某主機僅需要

和一個子網內的其他主機建立聯繫，網路管理員可以只給該主機分配一個本地子網位址；若某伺服器只為

內部網用戶使用，那麼就可以只給這台伺服器分配一個本地網路位址，而企業網外部的任何人都無法訪問

這些主機。在認證方面，IPv6 網路上對於防止未授權存取提供了幾項方案，如IPSec、延伸表頭等機制，提供

了對身份的驗證、資料完整性以及資料機密性的支援，這也增強IPv6 防止未授權存取的能力。針對網路釣

魚(Phishing)、DNS中毒(DNS poisoning)這類會控制DNS伺服器，將合法網站的IP位址篡改為假冒、惡意網

站的IP位址等的攻擊行動，IPv6的DNS安全擴展 (DNS Security Extensions)協定，也能增強其防護的功能。

一如人體健康，總是預防勝於治療，事先多花一些心力，就能避免風險的發生，自然也就能夠享受真正便

利的數位生活。

現今不管是電子交易、組織內外網絡、跨國資訊交換都需要講究傳輸的安全性，IPv6高安全性
及內建的加密機制，確保企業的智慧資產不外流⋯

資安升級，打造安全防護網

IPv6 八大安全防護優勢 

1.限制使用轉址(NAT)

2.位址分配與來源檢查

3.來源路由檢查

4.防止未授權存取

5.DNS安全擴展協定((DNS 
Security Extensions) 

6.彈性的擴展標頭

7 . 防 止 網 路 放 大 攻 擊
(Broadcast Amplication 
Attacks)

8.防止碎片(Fragment)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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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系統能夠辨識網站所在位置，每個網站主機都有一組由數字組成的IP位址，但這樣的數字並不容易

被記住，而DNS（Domain Name System）正是把數字變成有意義、便於人們使用時記憶的系統…

把難記數字轉成意義文字
網域名稱系統DNS

對
台灣網友來說，搜尋引擎是許多人進入網路世界的第一站，然而，就要

像去朋友拜訪一般，需要有地址，才能正確抵達，網站也同樣需要一組

地址，在網路世界中，網站的地址，是四組數字所組成的數列，也就是IP，但

對多數人來說，要記住"http://210.17.9.228"，遠比記住"http://www.twnic.net.

tw"要困難的多。要從英文組合轉換成數列，就需要所謂的DNS網域名稱系統

（Domain Name System）協助，經由主機名稱( hostname )對應到電腦 IP 的一

個模式，輸入的網址就可以經由DNS轉換成遠端的IP位址，才能順利地完成連

網的動作。

在1970年代，網路概念及架構已經出現，但多數是應用在軍事及教育用途，

因此當時在所謂網路上的主機數目，遠遜於目前的數量，為了記憶及使用上的

方便，便以一個名稱來代表一部主機，而當時是以一個檔案Hosts.txt來儲存

這些相關的資料。為了提供網路上其他人的存取及使用上的方便，並決定將

此一檔案置放於一部固定的主機上，此主機是為SRI-NIC，由史丹佛研究所SRI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負責維護更新。使用者若想要依主機名稱尋找

網路上的某一部主機時，則只要搜尋此一檔案，便可取得相對應的網路位址。

然而，隨著流量規模增加，SRI-NIC所負擔的流量也相對地大增，致使該部主

機開始無法負荷；更大的困擾是，由於最初的主機名稱是由使用者任意設定，

而當時也並無統一的機構專司主機名稱的配發與管理，故有可能當某一新增

加的主機名稱與既存的主機重複時，會導致原本提供服務的另一部主機無法

正常運作的情形發生，為了避免當機狀況，管理者就必須將Hosts.txt的內容隨

時做更新修正，以應付最新的狀況，增加不少管理上的困擾。

直到1981 年，美國加州大學（UCLA）的Jon Postel與Paul Mockapetris兩人設

計出網域名稱（Domain Name）這項架構，提供分散式管理，除保持整體資料

的一致性外，並可避免因單一主機所衍生的網路瓶頸。1984年威斯康辛大學

再定義出「網域名稱轉換機制」，並利用「網域名稱伺服器」（Domain Name 

關鍵技術 ❸

Server）來管理IP與其對應的域名。DNS服務利用類似樹狀目錄的型態，將主機名稱的管理分配在不同層級

的伺服器當中，經由分層管理，所以每一部主機記憶的資訊就不會很多， 而且若有 IP 異動時也相當容易修

改。

落實在實際的網站管理，一般來說，網站經營者通常必須決定究竟是自己管理DNS或是交由網路ISP業者

來處理，交給 ISP 管理的， 就可以稱作是網域名稱代管，如果是學校單位的話，或者是企業內部的小單位，

那麼就得請您向上層主機的負責人要求。為了維護與管理域名，由美國商業部主導在1998年成立「網際網

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主要業

務包括管理域名和IP位址的分配，以及其他與網際網路相關的任務。

DNS 是一個分層級的分散式名稱對應系統，有如樹狀結構。最頂端為 root，下面則分為兩個類別：一為

國家型頂級域名 (ccTLD)，如 .tw (台灣)、 .us (美國)、 .jp (日本), .cn (中國)等。一為通用型頂級域名 (gTLD)，

如 .com、 .net、 .org、 .biz 等。在這一層下面，如果為國家型頂級域名，其註冊政策則由這些國家來進行規

範，開放註冊第二層域名或第三層域名。至於通用型頂級域名則直接開放註冊第二層域名。只要是還沒有

註冊或非保留字的名稱，基本上都可以註冊，只是需注意資格限制。這些註冊後的域名的下一層有可能是

一個子網域，或為一主機名稱，例如大家慣用www做為網站，ftp做為檔案伺服器使用等。

ICANN分配與管理「國家代碼」任務，至於在國家域名以下的類別，則由各國自行規劃管理，而.tw即由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負責管理網域名稱註冊、資料維護與爭議處理等相關業務。除了管理網域名

稱之外，TWNIC也提供網域名稱的檢測服務，可針對網域名稱的NS 記錄、SOA 記錄、WWW(A) 及郵件主

機(MX) 之相關內容做相關的診斷。就如同空氣一般，雖然多數人在使用網路相關服務應用時，並不會感覺

DNS的存在，然而，少了DNS的分層運作及把關，整個網路世界將秩序大亂！

找到對的位置：

現行六大Domain Name類別

名稱 代表意義

com 公司、行號、企業

org 組織、機構

edu 教育單位

gov 政府單位 

net 網路、通訊 

mil 軍事單位

 

DNS架構圖
root 主機

com

com.tw

twnic.net.tw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yahoo.com.tw 

(台灣雅虎)

taipei.gov.tw 
(台北市政府)

ntu.edu.tw
(台灣大學)

itri.org.tw
(工研院)

edu

edu.tw

gov

gov.tw

tw

mi.tw

mil

net.tw

org

org.tw

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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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脈動持續成長的使用人數，不斷攀升的網路主機數量，快速翻新的創新技術，面對仍在變動的網

路數位年代，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最終的答案。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曾說，「我們常常對於五

年內要發生的事估計得太樂觀，又常常對五年之後的事估計得太保守。」工業革命不再，創意

經濟當道，行動、思考及資訊的速度，只會更快，唯有一直站在最前線，才能真正抵達那既遠又

近的桃花源⋯



走進世界網，串連      力量大
APNIC

RIPE NCC

ARIN

AFRINIC

LACNIC

ARIN

AFRINIC

LACNIC

RIPE NCC

APNIC

ICANN

TWNIC一向以中立立場推動國內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發展，不但是我國國家級網路資訊中心，也是台灣與國際

網路組織聯繫協調的重要平台。自成立至今，積極參與ICANN、APNIC、APRICOT、IETF、APTLD、CDNC等國

際網路會議活動，不僅促進國際間網路經驗交流，並適時爭取全球網路資源，以確保我國應有的權益。

ICANN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機構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1998年由美國政府商業部主導成立，並受委託負責網路位址(IP 
address)空間的分配、通訊協定參數的配置和通訊埠號碼、網際
名稱系統的管理與根伺服器(root server)系統的管理，以維持網際
網路運作上的穩定。是攸關全球網際網路順暢運作及協調管理的

重要組織。

APNI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Asia Pac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全球IP位址分配之五大區域之ㄧ，是亞太地區最高層的網際網
路登記註冊組織。APNIC主要負責管理亞太地區的IP位址發放
與管理的相關事務，餘為ARIN(美洲)、RIPENCC(歐洲及中東)、
AfriNIC(非洲) 及LACNIC(拉丁美洲)。（如左圖所示）

APTLD亞太頂級網域名稱組織
Asia Paci�c Top-Level Domain Association 
主要任務將亞太地區國碼管理者的意見整合，並討論亞太區

Domain Name、DNS、 ccTLD相關議題。會員包括亞太區主要地
區及國家：台灣、中國、日本、南韓、紐西蘭、澳洲、馬來西

亞、泰國、新加坡、香港、越南等，與ICANN組織互動密切。

APIA亞太網際網路協會
Asia Paci�c Internet Association
創建於1997年，是非營利性的商業協會組織，致力於建立和累積
網際網路科技的人力資本，並維持網際網路在亞太地區的穩定發

展，及促進相關網際網路服務產業的商業利益。

APIRA亞太網路研究聯盟
Asia Paci�c Internet Research Alliance
於2003年正式成立，是一個非營利的區域性學術性組織。旨在加
強亞太地區網路統計調查的交流比較。

CDNC 中文域名協調聯合會 
Chinese Domain Name Consortium
以中文網域名稱的協調和促進中文網域名稱的技術開發、運作、

管理和推廣，作為努力目標。由兩岸四地（台灣、大陸、香港、

澳門）的網路資訊中心(TWNIC、CNNIC、HKNIC、MONIC)共同於
2000年5月於北京發起成立，以解決日益迫切的網域名稱中文化
的問題。並協助完成2003年的IETF IDN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標準，研究簡體、繁體轉換標準，並對中文網域各註冊政
策提出重要建議。

ISOC 國際網路學會  
Internet Society
致力於網際網路基礎設施標準化工作的全球性的非營利、非官方

的組織，並提供國際網路社群在網路發展課題上重要的啟發。

.tw

TW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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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全球人口及地理面積來看，台灣很小，然而，從創新的角度看，台灣的力

量可以很大。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07-200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台灣在產業聚落發展指標（state of cluster development）連續3年排名全球第

一；而在美國布朗大學2001年開始進行的全球電子化政府評比以來，我國一直

排名世界前5名，其中有3年獲得第1名、3年獲得第2名佳績。

2008年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針對全球66個國家或地區的高科技產業競爭

力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台灣高科技產業在研發環境上排名全球第一。台灣不僅

是電子產品的生產大國，超過百分之百的手機持用率，突破70%的上網普及率，

加上居全球第五名的光纖普及率，台灣的數位化基礎，算得上是全球屬一屬二

的國家，廠商可同時整合資通訊與服務領域專業知識，結合台灣的優勢進行在

地創新實驗，以2,300萬人為一個生活實驗室，藉以發展各類創新商品與服務，

進而將成功經驗複製到海外市場。 

過去，台灣經濟發展一直強調「做」技術的能力，確實讓台灣成為世界的科

技島，但在面對以網路為核心的新經濟時代來臨時，「用」科技的能力，也相當

重要，例如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去年底舉辦的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上，「加

值應用科技、創新傳產活力」的主題研討，就獲得很大回響。

資訊力即國力

「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WSIS)主辦人兼「國際電信聯盟」(ITU)秘書長Yoshio 

Utsumi表示：「資訊是一切力量的來源，也是擁有財富的管道。」近來各國都積

極發展各項數位整合國家型計畫，例如韓國推動IT839策略，要在2010年建設

無所不在的高速網路環境；新加坡則計畫在2015年前，完成國家超高速寬頻有

線網路和寬頻無線網路。

德國方面，德意志電信主導一項T-City計畫，從52個小鎮中挑選出位在德國

南部，擁有五萬人的小鎮腓特烈港(Friedrichshafen)，在5年內投入8千萬歐元

(約35億台幣)，佈建高速有線及無線寬頻網路，測試各種行動應用服務，並推

動全德國第一個長期心臟病患者的數位遠距照護方案。

台灣當然也不落人後，行政院的「智慧台灣」計畫，是相當重要的一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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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以網路為核心的新經濟時代，建構無線寬頻與數位匯流網路的基礎

環境，運用資通訊產業優勢，整合創新政府服務，建設台灣成為一個安

心、便利、健康、人文的優質網路社會。

內容包含建構無線寬頻與數位匯流網路，並運用資通訊產業優勢，整合創新

政府服務，將科技融入食、衣、住、行、育、樂、醫各層面，建設台灣成為一個安

心、便利、健康、人文的優質網路社會。

安心便利好生活

例如目前12個縣市具有智慧交通管控功能，各路段偵測資訊回傳中控中心，

進行車流管控調度，降低交通延滯，有效節能減碳。11個縣市有聰明公車服務，

E-bus裝設GPS，行車位置傳回中控中心，再連線至每個智慧型站牌，以跑馬燈

標示公車即將到站時間。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積極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從居住空間的「使

用者」、居住空間的「載體」、以及居住空間的「應用技術」三方面著手，將目前

以整合住宅內的各項設備如電視、音響、窗簾、燈光應用端的昨作法，更進一

步向上提升，妥善建構「綜合佈線」、「系統整合」以及「設施管理」等智慧住

宅主要基礎，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協助國內智慧化居住空間相關產業發展。

除了內政部，衛生署方面則是致力推動「遠距健康照護」服務與技術，透過

RFID感測器，隨時管理健康狀況，甚至在網上可以直接求診，讓民眾在社區和

家中獲得良好健康照護，消弭醫療照護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因應如此大量物件連網的需求，交通部於2008年辦理「普及物件連網基礎建

設計畫」，強化以IPv6為核心的「寬頻匯流網路」的建置，至2009年底，我國網

路產品取得IPv6認證標章Phase I共65件、Phase II為45件，僅次於美、日，居世

界第3名。而TWNIC配合政府寬頻網路環境之推動，IP的核發數量呈穩定成長，

IPv6發放數量為全球第九。交通部表示，在「寬頻匯流網路」技術、市場和法制

三個構面上，技術已經到位；接下來的重點，是如何建構公平競爭的市場，以

及推動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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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跨步，打造智慧之島

數位台灣
e-Taiwan

2002~2007

行動台灣
M-Taiwan

2005~2009

優質網路社會
U-Taiwan

2006~2009

智慧台灣
Intelligent Taiwan
2009~2012

透過「寬頻到家」建構多元網路環

境、 「電子化政府」提供便利的
政府服務、「縮減數位落差」塑造

公平數位機會、「e化生活」帶來
便利的數位生活及「e化商務」帶
動產業升級與創新發展等五大重點 
工作。近年來更扶植台灣網通廠商

在寬頻及無線用戶端產品在全球市

占率達8-9成。進而帶動國內通訊
服務產業產值。

從政府、企業、家庭到個人，可運

用任何設備都可連網，隨時隨地方

便取得資訊，藉此提昇工作效率及

生活品質。因此「M台灣計畫」，
以「行動台灣、應用無限，躍進新

世界」之願景，讓全民享受優質的

生活，並帶動通訊產業成為除半導

體及影像顯示兩兆產業外的第三兆

元產業。

透過匯流的高速網路、智慧的感知

環境，操作簡單好用的人機介面、

符合民眾需求的創新服務，以及安

全信賴的社會環境，讓所有的民眾

可以隨時隨地運用創新的設備，享

受安全貼心的服務。

在生活型態快速變遷趨勢下，智慧

台灣的願景，是將科技融入生活，

發展創新科技化服務，不但符合節

能減碳的目的，建設台灣成為一個

安心、便利、健康、人文的優質網

路社會。建構智慧型基礎環境。

提供公平的數位機會
然而，在積極推動先進數

位服務的同時，也要避免因

為社經地位差距，所造成的

數位落差問題，在智慧台灣

的計畫中，也相當重視「公

平數位機會」，提供民眾均

等的資訊網路使用與學習

環境，並帶動在地的數位化

發展，以平衡城鄉數位應用

的落差。就目前規劃，政府

預計於168個偏僻地區設置

以「在地」為特色的「數位

機會中心」，讓偏遠地區的居民擁有使用電腦與網路的場所，進而帶動偏遠鄉

里居民終身學習的風氣，並透過數位行銷發展地方特色。

從e化、M化到無所不在的U化社會，從商業運作到公益推廣，從本地服務到

國際合作，TWNIC在過去十年中，見證並參與了種種歷程，也繳出了令人欣慰的

成績單，面向下一個十年的新世紀藍圖，是機會，更是責任，TWNIC仍將秉持著

活力領航的創新精神，為智慧台灣的願景，貢獻出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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