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公出國人員報告書
年

月

報告人
姓 名

曾憲雄、呂愛琴、許
乃文、李曉陽、黃勝 服務單位及職稱 本中心董事及同仁
雄

出國期間

99 年 11 月 4 日
至 99 年 11 月 9 日

出國地點

日

北京

出國事由 報告書內容應包含：
一、出國目的
二、考察、訪問過程
三、考察、訪問心得
四、建議意見
五、其他相關事項或資料
（內容超出一頁時，可由下頁寫起）

授
權 本出國報告書同意貴中心有權重製發行供相關研發目的
聲 明 欄 之公開利用。
授權人：
（簽章）

附一、請以「A4」大小紙張，橫式編排。出國人員有數人者，依會議類別或考察項目，彙整提
出報告。
註二、請於授權聲明欄簽章，授權本中心重製發行公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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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目的
因應 ICANN 之 New gTLD Draft Applicant Guidebook, Version 4 public
comment，舉行此次 CDNC 專題會議進行中文 variant 討論。與會人員有台灣
(TWNIC)、大陸(CNNIC)、香港(HKIRC)、DotASIA 及 IETF 專家等代表參加。在會
議中與會者互相交流運作經驗、討論對中文 variant 之意見等。
二、 考察、訪問過程
1. 11/4 啟程前往上海。
2. 11/5 上午會議開始，先由各 NIC 報告現有 ICANN 對 variant TLD 之要求及
各自之解決方案、字表問題等。 接著討論整理對 ICANN 之中文 TLD 需求等
議題。
3. 11/6 上午召開 CDNC open meeting，邀請 IETF 之 John 及 Andrew 共同討論
以了解各界之看法，下午繼續內部討論並整理對 ICANN 之公開信。
4. 11/7 至 IETF 會場進行勘察以對明年台灣舉辦 IETF 會議有充份準備
5. 11/8 分別與中國反釣魚網站聯盟及 CNCERT/CC 進行交流。
6. 11/9 返回台灣
三、 考察、訪問心得
1. 註冊管理機構異體字技術解決方案介紹
dotASIA 進行 New gtld IDN 異體字政策情況簡介
TWNIC 及 CNNIC 分別就各自之解決方案進行報告
2. 技術及政策可行方案討論
與會者針對可行之方案充份進行討論，對技術及政策解決方案形成共識後
並整理 CDN 之需求
3. 註冊管理機構異體字技術解決方案介紹(open meeting)
由 CDNC 代表作方案介紹並與外國專家進行討論和溝通
4. 內部討論
對專家回饋進行討論，完善解決方案，起草聲明
四、 建議意見
針對 ICANN 公開信之擬定會後進行調整。
五、 其他相關事項或資料
CDNC 會議議程及記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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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C 2010 北京專題會議（第二十一次會議）
議程
首日：2010 年 11 月 5 日 （Close meeting）
地點：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地址：中國北京紫竹院路 29 號）
09：30－10：30
註冊管理機構異體字技術解決方案介紹
 New gtld IDN 異體字政策情況簡介
 TWNIC
 CNNIC
 …
10：30－12：00

技術及政策可行方案討論

12：00—13：30
午餐
13：30－16：30
技術及政策解決方案自由討論
 技術解決方案形成共識
 政策解決方案形成共識
 起草次日討論要點並草擬方案介紹文檔
 明確推動該方案的工作要點及方向
* Coffee Break
17：00－18：00


(16:30－17:00)
會議總結

總結討論結果，對達成共識的方面進行再次確認，晚宴後向兩位主席
彙報

18：30－20：3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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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2010 年 11 月 6 日
地點：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地址：中國北京紫竹院路 29 號）
09：30－10：00
註冊管理機構異體字技術解決方案介紹 （Open
meeting）
 由 CDNC 代表作方案介紹
10：00－12：00


外部討論

（Open meeting）

與外國專家進行討論和溝通

12：00—13：30
午餐
13：30－16：30
內部討論 (Close meeting)
 對專家回饋進行討論，完善解決方案，起草聲明
* Coffee Break
17：00－18：00


(16:30－17:00)
會議總結

(Close meeting)

確認聲明終稿，明確異體字解決方案在 ICANN 的推進計畫

18：30－20：3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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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CDNC 北京特別會議
會議紀要
會議時間：2010 年 11 月 5、6 日（星期五、六）
會議地點：北京香格里拉飯店 新閣十二層水晶 I 廳
主持人：錢華林、曾憲雄
與會人員：CNNIC 錢華林、李曉東、王偉、趙巍、譚亞淩、陳婷、沈爍、王
龑、姚健康、張立坤、孫先堂
HKIRC Jonathan Shea，Ben Lee
TWNIC 曾憲雄、呂愛琴、黃勝雄、許乃文、李曉陽
DotAsia Edmon Chung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ICANN 異體字技術政策介紹和討論
1. DotAsia 介紹了 ICANN 的異體字政策，通報了 GNSO 同 CCNSO IDN 聯合工
作組進展
2. 與會代表對 DAG4 的申請做了討論
3. 與會代表對 DAG4 提出了修改意見
二.IDN TLD 等效解析技術方案介紹和討論
1. TWNIC 介紹了 DNAME 的解決方案，並提供了實現資料
2. CNNIC 介紹了 DNAME 和碼表的解決方案建議
3. 與會代表對各種技術方案進行了比較，認為目前還不能找到讓 ICANN 滿
意的技術解決方案
三.CDNC 字表的更新介紹和討論
1. DotAsia 介紹了香港現在的中文字元使用情況
2. 與會代表建議有需求的註冊機構可以先行在註冊系統裡增加相關字元
3. CDNC 的字表更新在 CDNC 字表流程確定後再逐步討論
四.擬發給 ICANN 的公開信討論
1. CNNIC 介紹了準備發給 ICANN 的公開信的初稿
2. 與會代表討論了公開信的概要，並初步確定了要點
五.邀請國際專家對公開信要點進行討論
1. John 對公開信要點進行了評論
2. Andrew 對 CDNC 在申請 GTLD 應持立場和策略進行了評論
六.ICANN 公開信擬定
1. 綜合了國際專家的意見後，與會代表逐字逐句討論確定了公開信要點
2.
起草小組起草了公開信的正文部分，附錄部分在會後再逐漸補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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