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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域名要聞

電子郵件地址邁向國際化

1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於去年提供全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應用體驗服務，讓國人能

使用自己熟悉的中文在網際網路上收發郵件，活動期間開放民眾免費申請以其

所擁有的「中文域名」進行設定為專屬「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或於「台網中

心 . 台灣」下申請一個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帳號，並參與本中心設定的各項體

驗任務。中文化的網域名稱以及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的搭配使用，讓網路的應

用更加在地化與生活化。深具特色及個人化的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也將帶來更

多的應用及可能性，並將持續帶動網路的多元化使用。而 Google 也於稍早宣

布支援非拉丁字母的電子郵件地址，雖然 IETF 的國際化電子郵件標準發表已

超過兩年，但未受相關電子信箱服務業者支持，因此並不普及。Google 聲明

中表示 Gmail 電子郵件地址服務將支援 13 種語言文字，包括南非文、亞美尼

亞文、雅塞拜然文、中文、法文、加里西亞文、喬治亞文、高棉文、寮國文、

蒙古文、尼泊爾文、僧加羅文、祖魯文等。

中文化電子郵件地址活動網站：http://www.twnic.net.tw/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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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域名消息

APTLD 公布亞太地區域名管理活動調查

ccTLD管理單位表達希望參與IANA移轉整合小組

數十個ccTLD註冊管理單位表達希望參與 IANA
移轉整合小組 ( IANA Stewardship Transi t ion 
Coordinat ion Group,  ICG) 的意願，雖然 ccNSO
是ccTLD在ICANN的社群代表，但是多數ccTLD註

冊管理單位尚未參與。目前已有151個ccTLD管理

單位加入ccNSO，尚有104個未加入，且未出席七

月中旬於倫敦舉行的新的ICG會議。有些ccTLD註

冊管理單位深怕萬一要是和ICANN簽約，恐怕有

天會失去授權，有些人則有主權或是責任上的擔

憂，深怕這個轉移過程最終將影響重新授權。.in管
理單位NIXI表示由ccNSO控制的選舉過程將四個席

次分配給加入ccNSO的會員，而其他未加入ccNSO
的ccTLD管理單位並沒有與ccNSO會員擁有相同

隨著域名市場改變與演進，註冊管理單位活動更趨

多樣化，APTLD近期公布一項會員調查報告，即

是針對會員的網域名稱管理活動。調查時間是從今

年的1-4月，共計回收22份問卷。調查中發現超過

8成的APTLD會員是以域名註冊為主要營收來源，

大部分的成員類型為私人公司、政府部門，其中私

人公司含有營利與非營利兩種類型，多數公司為非

營利性質。就全球各區域(亞太、歐洲、拉丁美洲)

而言，拉丁美洲擁有非營利性的比例最高，高達

80%。除了一般的註冊服務外，目前APTLD會員最

普遍的業務還包括擔任受理註冊機構、ISP、管理

機關、電信公司與CERT等角色，其中又以同時擔

任受理註冊機構最為常見，高達52%，然多數為僅

受理其自身之頂級國碼域名註冊。

在提供的服務項目中，只有取消域名、DNS設
定異動、資料異動、DNSSEC等不須收取任何費

用，其餘項目如移轉受理註冊機構、域名轉移、

回復已刪除域名等會有收取額外費用的情況。就

頂級與第二層域名註冊方面，22個調查對象中，

有18個開放註冊泛用型或屬性型域名，3個僅開放

泛用型，1個僅開放屬性型。.com、.edu、.gov、 

.net與.org是普遍開放註冊的屬性型域名類型。調

查還顯示，.net類型是最開放的，而.gov是最為封

閉與受限的。調查對象的受理註冊機構數量從1到
650不等，取決於包括受理註冊機構的定義，審核

擔任受理註冊機構的標準以及域名數量規模。其

中，其受理註冊機構為ICANN核可之比例中位數

為50%，而歐洲為15%。

資料來源：www.aptld.org

的目標，現在已被從過程中排除。 .hu管理單位 

Council of Hungarian Internet Providers代表也表

示擔心ccNSO似乎覺得只要是處理IANA的事務，

就可代表整個ccTLD社群發言，而 .hu屬於IANA
服務使用者，但其並非ccNSO的成員，他贊成非

ccNSO會員的ccTLD管理單位在這個過程中也有

位代表。目前加入IANA移轉整合小組的ccNSO代

表包括英國、紐西蘭、中國及奈及利亞等ccTLD
註冊管理單位。

資料來源：http://domainincite.com/17113-cctld-
anger-over-iana-group-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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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忘記續用域名導致服務中斷

國碼頂級網域名稱全球市佔率微幅成長

Sony因忘記續用域名SonyOnline.net，使得該網

站服務呈現停運狀態，所有Sony線上娛樂遊戲服

務都已轉至SOE.com。一家線上科技新聞網站The 
Register推測這應該是域名服務問題，導致網站無

法正常運作，而非域名到期，但是根據Whois的紀

錄，SonyOnline.net是2014年5月26日到期，最終導

依據全球相關單位統計，截至2014年5月，全球各

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總量已達2億7,780萬，較2013
年2月時成長約1.6%(約430萬筆註冊)，就季成

長而言，國碼頂級域名(ccTLDs)成長幅度最快，

約2.2%，相較之下，通用型頂級域名(gTLDs)成
長幅度只有0.6%。而ccTLD市占率在過去幾季中

持續增長 (45.8%)，隨著更多的通用型頂級域名

(gTLDs)引進，這份報告會持續更新。

前20大ccTLD註冊量約佔整體ccTLD的82%，也相

當於全球所有域名註冊數的37%。就成長幅度而

言，前20大ccTLD以.tk數量最高，截至7月中已超

過25,068,128，成為史上第二個註冊數量超過2,500
萬個域名的頂級域名，單是過去30天就增加了

837,703個，這代表著托克勞群島，這個位於南太

平洋的島國國民每人平均擁有17,900個域名。.tk之
所有擁有如此多的註冊量是由於註冊人在世界的

任何角落皆可以免費註冊，而.tk採取免費增值的

模式，主要收入來源是其他的附加服務功能。.br
成長率僅次於.tk，為2.9%。

資料來源：centr.org；www.verisigninc.com；

domaininc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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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網站服務中止並呈現停止營運的狀態。Sony線
上娛樂的總裁在推特上表示這件事情很困窘且是

可以避免的，但是卻被搞砸了，因為通知信寄錯

信箱而造成域名到期未續用。

資料來源：

http://domainnamewire.com/2014/07/16/soe-down-
sony-online-entertainment/

https://centr.org/
http://domaininc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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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3季及第4季全球重點會議

NetHui 2014 會議

地點:紐西蘭 奧克蘭

日期:7月9-11日
http://nethui.org.nz/

IETF第90次會議

地點:加拿大 多倫多

日期:7月20-25日
http://www.ietf.org/

亞太區域網路治理論壇

地點:印度 新德里

日期:8月3-6日
http://www.aprigf.asia/

澳洲網路治理論壇

地點:澳洲 墨爾本

日期:8月26-27日
http://www.igf.org.au/

2014網路治理論壇

地點:土耳其 伊斯坦堡

日期:9月2-5日
http://www.intgovforum.org/

APNIC第38次會議

地點:澳洲 布里斯本

日期:9月9-19日
http://conference.apnic.net/38

APTLD會議

地點:澳洲 布里斯本

日期:9月15-16日
http://aptld.org

PacINET會議

地點:庫克群島 阿瓦魯阿

日期:9月22-26日
http://www.picisoc.org/

ICANN第51次會議

地點:美國 洛杉磯

日期:10月12-16日
http://la51.icann.org/en/

IETF第91次會議

地點:美國 檀香山

日期:11月9-14日
http://www.ie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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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台灣受理註冊機構簡介

Web Commerce Communications Ltd  崴勝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崴勝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WebNIC) 是一家網路服務供應商，專注於域名批

發服務與數碼品牌經營，是國際公認的知名品牌，以提供高數質的批發網路服

務予分銷商聞名。由於近年來不斷增長的網路業務，WebNIC 通過合作夥伴計

劃，加速幫助公司客戶在全球拓展業務。WebNIC 目前擁有超過 3, 000 名經銷

商，並且在 50 個國家管理超過 700,000 個域名。

WebNIC成立於2000年，在新加坡、台灣和馬來西亞都設有辦事處。WebNIC是經ICANN認證的合格註冊

商，同時提供中國大陸、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越南、歐盟、美國以及全球多個國家的

國家區域頂級域名。

提供服務包括通用頂級域名 (gTLDs)、國家頂級域名 (ccTLDs)、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s)、電子郵件過濾服務 (ShieldMX)、安全鎖 (SSL)、TMCH 與 Namewrap。

- 通用頂級域名 (gTLDs): 例如 : .com、.net、.biz
- 國家頂級域名 (ccTLDs): 例如 : .tw、.my、.sg、.th、.id
- 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s): .bike、.tips、.guru、. 公司、. 网絡以及其他 100+ 域名

- 電子郵件過濾服務 (ShieldMX): 以雲數據為基礎的垃圾郵件過濾服務

- 安全鎖 (SSL): 賽門鐵克（Symantec）授權經銷商以推廣 RapidSSL、Thawte、Symantec
   和 GeoTrust 等安全鎖

- TMCH: TMCH 授權代理公司，我們提供一站式服務，包辦從登記商標至 TMCH 數據庫

    到註冊新頂級域名服務

- Namewrap: 自動化註冊商解決方案

通用頂級域名
(gTLDs)

國家頂級域名
(ccTLDs)

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s)

電子郵件過濾服務
(ShieldMX)

安全鎖
(SSL)

Namewrap

TMCH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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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2010

- .MY 領先註冊商

- 向全球經銷商推行首創 1EPP 計劃

- .TW 最佳註冊商 (TWNIC)
- .IN 以及 .MX 認證經銷商

2013 - 2014

- 賽門鐵克 SSL 亞洲分銷商

- Cyren 亞洲合作夥伴

-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官方代理公司

- 多家新頂級域名註冊局認證經銷商

WebNIC將專注於二手域名市場以及特級域名市場，推行新的經銷商界面，並且於今年以

及明年，在台灣、中國和香港各地舉辦「亞洲頂級域名高峰會」和「吉隆坡站SSL研討

會」，打入泰國和歐洲區域域名市場。

聯絡方式：

網址 : www.webnic.cc
客服信箱 : sales@webnic.cc
技術支援 : support@webnic.cc 
客服電話 (+603) 8996 6799 

資料來源：Web Commerce Communications Ltd 崴勝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成就：

2000 - 2003

- 亞洲獨有的 .CC 國家域名註冊商

- 發布 WEBNIC – 東盟地區第一個域名經銷商平台

- ICANN 認證域名註冊商

- Verisign 認證註冊商

- 馬來西亞政府授予 MSC 先驅地位

2004 - 2006

- SWsoft 亞洲分銷商

- .MY, .HK, .CN 以及 .TW 認證經銷商

- 亞洲最佳域名註冊商，.CN 和 .TW 的最佳海外註冊商

今年八月，WebNIC 在新加坡舉辦了第一場亞洲頂級域名高峰會。高峰會的宗旨將針對各

種品牌保護、網路安全、探索新頂級域名的挑戰以及其未來在亞洲市場所帶來的業務商機

提出見解。此高峰會成功地吸引了超過 150 名來自不同領域、背景的來賓，包括網路託管

公司、律師、ICANN、域名註冊管理機構、仲裁中心以及網路安全解決方案供應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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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Mirror 新加坡商愛普明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唯一一家，獲得 ICANN 及 TWNIC 授權的網域名稱註冊商 ( 總公司為

新加坡商 IPMirror)，同時擁有 ISO 9001:2000 (ISO 9001:2000 certificate, the 
guarantee of service standard quality) 的認證。

國際商標協會 (INTA)、亞太頂級域名組織 (APTLD) 和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APNIC) 成員。

品牌保護專家－ IP Mirror 新加坡商愛普明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新加坡商 IP Mirror，總公司成立於 2000 年，2012 年 3 月來台正式成立分公司 ( 全名：新加坡

商愛普明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旨在幫助客戶管理網路品牌及網域名稱註冊服務，IP Mirror
於新加坡擁有良好形象及高知名度以及為數眾多的國際級客戶，在新加坡獲得當地政府支持

與肯定，並獲獎無數。在台灣同時也是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受理註冊機構。

重要服務：

全球網域名稱申請：IP Mirror 擁有超過 1,200 個網域名稱後綴的代理權。同

時提供特殊國家網域名稱的域名代理人服務 ( 若客戶不符或缺乏申請資格，

IP Mirror 可提供代理身份之服務 )，並且可以透過線上申請完成。

網路品牌規劃與保護：IP Mirror 提供客戶網域名稱匿名買回服務：當您的企

業品牌或商標域名被第三方人註冊時，IP Mirror 可協助您將網域名稱合法買

回，從初步的詢價到最終成交並完成網域名稱移轉，IP Mirror 都可以為您一

手包辦，過程安全、合法，是企業可信賴的好夥伴。

域名爭議處理：企業品牌與商標的侵權情形並不限於真實世界，網路世界同

樣案件層出不窮，IP Mirror 擁有專業的法律專家，可協助提供爭議相關諮

詢與處理。例如：企業收到來路不明的 Email 信件，義正嚴詞的寫著有他人

欲註冊貴公司的品牌名，看似關心您的權益，詢問您是否要搶先一步註冊域

名，實則以異常高於市場行情的價格要您註冊域名呢！接到類似信件請暫且

別輕舉妄動，IP Mirror 可以同時協助處理與提供諮詢管道，協助您的企業應

付此類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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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H 申請：全球商標資料中心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為國際商標資料

庫，除了是網路市場的重要商標登記單位之外，更是申請 New gTLD 的重

要關鍵。IP Mirror 可協助客戶進行資料提交，取得註冊新頂級域名的優先資

格，幫助企業在新頂級域名的洪流中保護網路品牌、拓展行銷工具。並提供

全球域名健檢服務，定期檢視企業客戶國際事業版圖的國家，對應的品牌域

名是否被他人佔有，並提供後續做法的諮詢服務。

 

雲端主機服務：IP Mirror 提供全球最安全的雲端主機服務，協助您的企業用

最省的系統成本來運籌全球網路商機。

 

SSL 安全憑證：IP Mirror 同時提供網站 SSL 安全憑證的安裝與防護，客戶可

以透過會員系統直接線上申請並快速安裝 SSL。
 

行動商務解決方案：隨著第四代 (4G) 行動方案陸續推出，台灣已正式宣告

邁入 4G 時代，除了各大電信業者正力推 4G 方案上路之外，企業品牌該如

何藉著這波的行銷關鍵，將自身企業品牌做好相關的因應準備？ IP Mirror
提供全方位的行動商務解決方案，協助您的企業在 4G 的上網飆速時代中，

擁有行動商務解決方案，接軌世界趨勢並且創造行動商機。

 

經銷商代理：若您認同 IP Mirror的市場運作與使命，歡迎加入經銷代理團隊。

 

聯絡方式：

地址 :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 415 號 14 樓 -1
網址 : www.ipmirror.tw
Email: bruce.lee@ipmirror.com

資料來源：IP Mirror 新加坡商愛普明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0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9號4樓之2
電話：02-2341-1313‧傳真：02-2396-8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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