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lutions 

本研究量測本月(2013/12) 全球前 100 萬

流量網站[附註 1]中，有支援 IPv6 服務者

共計 44,207 個，較上月增加 3.63%；若

與去年同期 (2012/12)數據比較，有支援 

IPv6 服務者的數量增加了 25.10%。 

 

就五大洲來看，本月支援 IPv6 的網站數

量，近半數來自於亞太地區；其次則是來

自於歐洲地區，比例約 42%。本月份各個

區域的百分比數據與上月數據雷同，沒有

太大變化。非洲和拉丁美洲仍只有非常少

數的網站支援 IPv6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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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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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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授權字串列表  

Alphat Strings 

A .academy    

B .bike .buzz   

C .cab .camera .camp .careers 

 .center .clothing .company .computer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D .diamonds .directory .domains  

E .enterprises .equipment .estate  

G .gallery .graphics .guru  

H .holdings    

K .kitchen    

L .land .lighting .limo  

M .management .menu   

P .photography .photos .plumbing  

R .recipes .ruhr   

S .sexy .shoes .singles .support 

 .system      

T .tattoo .technology .tips .today 

U .uno    

V .ventures .viajes .voyage  

IDN онлайн  – Russian 
for "online" 

сайт 
– Russian for 

"site" 

みんな – 

Japanese for 
"everyone" 

 شبكة
Arabic for 

"web/network" 

 游戏 公益 政务  

2013 年 12 月 Domain Name 相關新聞 
 Contention for Three More gTLDs Resolved in Fourth Applicant Auction  (Dec 19 

2013, CircleID) 

第四次申請者競標結果出爐，包括  .LIFE、.CHURCH 以及 .LOANS 等三個字串均由 Donuts 

Inc.取得，未得標的 Life Covenant Church 等三家申請者將放棄其申請。  

 New gTLD Auction Rules Open for Comments (17 December 2013, ICANN) 

ICANN 更新與公告處理 new gTLD 字串爭議的拍賣規則，該規則自 12 月 17 日開始進入公

開徵求意見階段，預計 2014 年 1 月 14 日截止。 

 First Geographic NewgTLD, .RUHR, Now Delegated (Dec. 12 2013, CircleID) 

ICANN 正式授權全球首個地理 new gTLD 名稱 .Rihr，該名稱代表了位於德國西部北萊因-西

發里亞境內的城市群  - 魯爾區。預計 2014 年 3 月.RUHR 開始對外提供註冊服務。  

 GoDaddy Launches Pre-Registration for 14 New gTLDs (Dec. 11 2013, WHIR) 

GoDaddy 與 Docuts 公司達成協議，開始提供 14 種新頂級域名預先註冊服務，包

括 .ESTATE, .PHOTOGRAPHY, .VENTURES, .GURU, .BIKE, .CLOTHING, .GALLERY, .SINGLES, .CA

MERA, .LIGHTING, .PLUMBING, .EQUIPMENT, .GRAPHICS, 及 .HOLDINGS 等。 

New gTLD Stat ist ics  

 申請件數：1930 

 棄權件數：116 

 簽約件數：222 

(12 月新增 126 件) 

 簽約 IDN 件數：30 

(12 月新增 2 件) 

 已授權字串：53 

(與 11 月比較，共增

加 21 個新字串) 

 

資料來源：ICANN 

Last Updated: Dec.3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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