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須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10 日第 23 次網域名稱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06 月 28 日第 41 次網域名稱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96 年 01 月 17 日第 5 次網域名稱費率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96 年 09 月 06 日第 6 次網域名稱費率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99 年 07 月 07 日第 70 次網域名稱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03 日第 72 次網域名稱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100 年 04 月 20 日第 74 次網域名稱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第 90 次網域名稱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04 月 19 日第 106 次網域名稱委員會修訂
壹、 TWNIC 各類別網域名稱可使用字元之技術限制及保留字規定
一、 網域名稱之字元規定
(一) 字元長度規定：
1. 除泛用型網域名稱外，網域名稱至少須有 2 個字元，最長不
得超過 63 個字元。
2. IDN 經 punycode 轉碼後不得超過 63 字元。
(二) 可使用之字元：
1. 不分大小寫之 26 個英文字母、0-9 數字及連結符號(-)共 63 個
字符。
2. 連接符號(-)不得置於字首及字尾，亦不得於第三及第四個字
元同時出現。
3. 中文 IDN，須為 Big5 範圍內之中文字，且至少包含 2 個連續
之中文字組合，並可包含前述之英數及連結符號等字符。中
文 IDN 域名禁止以繁簡夾雜之形式註冊。
4. 日文 IDN，須為.tw 日文 IDN 字表範圍內之文字
(https://www.iana.org/domains/idn-tables)，且至少包含 2 個連
續之日文 IDN 文字(平假名、片假名、漢字)組合，並可包含前
述之英數及連結符號等字符。
5. 韓文 IDN，須為.tw 韓文 IDN 字表範圍內之文字
(https://www.iana.org/domains/idn-tables)，且至少包含 2 個連
續之韓文 IDN 文字組合，並可包含前述之英數及連結符號等
字符。
二、 各類別網域名稱之保留字
(一) 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未訂定。
(二) 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未訂定。
(三) 泛用型網域名稱保留字：
1. 英文：http://mydn.twnic.net.tw/ch/dn02/INDEX1.htm
2. IDN：
https://www.twnic.net.tw/dnservice_announce_restore.php
(四) 頂級中文網域名稱保留字：
https://www.twnic.net.tw/dnservice_announce_restor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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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TWNIC 網域名稱各類別及其申請條件
TWNIC 網域名稱共區分為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泛
用型網域名稱及頂級中文網域名稱，各類別及其申請條件如下：
一、 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
(一) 「edu.tw」：已立案之教育及學術機構;授權教育部辦理。
(二) 「gov.tw」：依法設立之政府機關；授權行政院研考會辦理。
(三) 「mil.tw」：依法設置之國防軍事機構；授權國防部辦理。
(四) 「com.tw」：依公司法登記之公司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號；
外國公司依其本國法設立登記者，亦同。
(五) 「net.tw」：具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執照或網路建(架)設許可證
或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執照者。
(六) 「org.tw」：我國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外國
非營利組織依其本國法設立登記，有特殊需求經網域名稱委員會
同意者。
(七) 「idv.tw」：凡自然人均可申請，惟需利用電子郵件方式確認身
分。
(八) 「game.tw」：不限制申請人資格，註冊人可自行依其需求擇定
屬性，惟需利用電子郵件方式確認身分。
(九) 「ebiz.tw」：不限制申請人資格，註冊人可自行依其需求擇定屬
性，惟需利用電子郵件方式確認身分。
(十) 「club.tw」：不限制申請人資格，註冊人可自行依其需求擇定屬
性，惟需利用電子郵件方式確認身分。
二、 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
申請時須先在國內註冊相對應之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且一個屬性型
英文網域名稱僅可申請一個相對應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屬性型英文
網域名稱與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對應原則如下：
(一)「com.tw」對應申請「商業.tw」。
(二)「org.tw」對應申請「組織.tw」。
(三)「net.tw」對應申請「網路.tw」。
三、 泛用型網域名稱
凡依法登記之國內外公司、商號、法人或自然人均可申請。
四、 頂級中文網域名稱
凡依法登記之國內外公司、商號、法人或自然人均可申請。
參、 TWNIC 各類別網域名稱之註冊、移轉、取消及更改收費標準
一、 網域名稱註冊費/管理費收費標準(單位: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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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

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

類別

收費上限

com.tw
net.tw
org.tw
game.tw
ebiz.tw
club.tw

管理費 800 元/年

idv.tw

管理費 400 元/年

商業.tw
組織.tw
網路.tw

暫不收費

泛用型網域名稱

管理費 800 元/年

頂級中文網域名稱

管理費 800 元/年

二、 更改網域名稱之收費標準(單位: 新台幣)：
類型

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

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

類別

收費上限

com.tw
net.tw
org.tw
game.tw
ebiz.tw
club.tw

450 元/次

idv.tw

270 元/次

商業.tw
組織.tw
網路.tw

暫不收費

英文

450 元/次

IDN

不提供更名服務

中文.台灣

不提供更名服務

泛用型網域名稱

頂級中文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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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啟動因註冊「中文.台灣」或「中文.tw」中文網域名稱所自動
取得之相對應之網域名稱時，將收取一次性之設定費用新台幣 200 元，
但該筆費用於推廣期間本中心及受理註冊機構暫不收費，俟本中心費
率委員會同意收取該項費用時，將再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備查後
實施。
四、 移轉、取消網域名稱之收費標準：暫不收費。
五、 受理註冊機構名單及相關繳費網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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