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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量測本月(2013/11) 全球前 100 萬

流量網站[附註 1]中，有支援 IPv6 服務者

共計 42,659 個，較上月增加 1.91%；若

與去年同期 (1012/11)的數據比較，有支

援 IPv6 服務者的數量增加了 20%。 

 

就五大洲來看，本月支援 IPv6 的網站數

量，仍以亞太地區居冠，佔 49.97%；其

次為歐洲地區的 41.80%。若與去年同期

的數據比較，亞太地區支援 IPv6 網站數量

成長率(9.61%)不如美洲及歐洲；其中又以

美洲年度成長率 85%為最高，其次為歐洲

的 30.24%。和去年比較，非洲地區支援

IPv6 的網站數量反而減少了 40%，為跌幅

最大的洲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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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研究以 Alexa.com每月 1日的全球流量排名前 100萬名網站為基礎，以 Root DNS查詢網站是否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

該網站是否在 IPv6網路提供服務。 

本研究將 Alexa前 100萬網站檢測出的 IPv6 位址，與 IANA的 IPv6 Global Unicast Address Assignments 列表進行比對，以得出這些

網站所在洲別。 

圖 1. 全球前 100 萬網站支援 IPv6 趨勢 

圖 2. 全球前 100 萬網站支援 IPv6 之 

         五大洲分佈圖 
 



 

 

New gTLD Stat ist ics  

 申請件數：1930 

 棄權件數：116 

 簽約件數：159 

 簽約 IDN 件數：28 

 已授權字串：32 

 

資料來源：ICANN 

Last Updated: Nov. 29 2013 

已簽約字串列表  

A .academy .agency    
B .bargains .berlin .bike .blue .boutique 

.budapest .build .builders .business .buzz 
C .cab .camera .camp .career .careers 

.casa .center .ceo .cheap .christmas 

.clothing .club .codes .coffee .company 

.computer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cooking .cool 
D .dance .democrat .desi .diamonds .directory 

.domains .education    
E .email .enterprises .equipment .estate .expert 
F .farm .fishing .florist .futbol  
G .gal .gallery .gift .glass .graphics 

.guide .guitars .guru   
H .holdings .holiday .horse .house  
I .immobilien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K .kaufen .kim .kitchen .kiwi  
L .land .lighting .limo .link .london 

.luxury     
M .management .mango .marketing .menu .moda 

.moe .monash    
N .nagoya .network .ninja .nrw .onl 
O .otsuka     
P .photo .photography .photos .pics .pink 

.plumbing     
Q .qpon     
R .recipes .red .repair .reviews .rich 

.rocks .ruhr    
S .sexy .shiksha .shoes .singles .social 

.solar .solutions .support .systems  
T .tattoo .technology .tienda .tips .today 

.tokyo .tools .training   
U .uno     
V .ventures .viajes .vote .voting .voto 

.voyage     
W .wang .watch .wed .wien .wiki 

.works     
Z .zone     
IDN 集团 在线 八卦 公益 公司 

移动 我爱你 商城 中文网 中信 

网络 机构 组织机构 世界 游戏 

企业 广东 政务 ع  онлайн موق

сайт орг 삼성 дети       

ازار كة ب ب ش  みんな   

資料來源：ICANN 
Last Updated: Nov. 29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