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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利害關係人小組名單/ MSG LIST:  

王東琪，教育部 

王彥傑，TWNIC 

朱永正，中華電信 

江文正，台灣固網 

吳國維 

李惠強，亞太電信 

周衍，是方電訊 

林盛琪，是方電訊 

林筱偉，遠傳電信 

邱仁彬，台灣大哥大 

柯正義，台灣大哥大 

紀廷運，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范揚麟，中華電信 

許乃文，TWNIC 

郭經權，中華電信 

陳玟羽，TWNIC 

陳映竹，台灣經濟研究院 

喬敬，Brandma 

游証硯，思科 

黃立夫，雷亞遊戲 

黃勝雄，TWNIC 

楊捷雄，亞太電信 

葉柏輝，是方電訊 

蔡更達，TWNIC 

蔡銘鴻，是方電訊 

鄭偉鵬，飛泓科技 

魯堯，是方電訊 

錢小山，思科 

顧靜恆，TWNIC 

Frankie Hui, Cloudfare 

George Kuo, APNIC 

Jake Chin, Google 

Kams Yang, Akamai 

Kate Lee, Oath 

Robin Kong, Facebook 

Steven Chan, AWS 

Tonie Wong, Akamai1 



關於 TWNOG 

• 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是專門為了在台灣有網路節點或對台灣網路發展有興趣
的網路工程人員、網路架構人員、網路維運人員及網路相關專家人員成立的組織. 透
過台灣網路維運社群，我們希望持續改善網路傳輸科技、最佳實作、基礎設施及網
路環境以促使台灣網路環境及網路相關產業能日新月異且蓬勃發展。台灣網路維運
社群是採用會員制的非營利性組織, 我們會透過每年舉辦兩次的論壇活動、會員電子
郵件名單、臉書社團網頁及網站等活動來促進網路技術及維運面的知識及資訊交流，
我們也希望能匯集各方利害關係人以吸引各方意見充分交流, 聚焦網路維運者重視或
有興趣的議題並促進相關技術引進、探討、創新及實務上的交流 

• The Taiwan Network Operators Group (TWNOG), is the professional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 for Internet Engineers, Network Architects, Network Operators or Network 
Professionals who have network presence or network interests in Taiwan. Through 
TWNOG, we want to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data transmission technologies, 
practices,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 that make the Taiwan Internet environment and 
Internet-related industry works better every day. 

• TWNOG is a membership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we run semi-annual events, email 
member list, Facebook page, and website, etc, to exchange technical and operational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rough gathering multi-stakeholders, TWNOG encourages 
dialogues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ocus on topics that are important and of 
interest to network operators, TWNOG also facilitates adop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n new technology and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 



TWNOG社群經營 

• 目前TWNOG社群共有Line, FB社團及網站等管道可供交流, 請密切追蹤第一手好
康訊息不要錯過!!! 

 
 TWNOG 網站 https://twnog.tw 
 TWNOG臉書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wnog/ 
 Line群組 https://line.me/R/ti/g/37SPxv3klO 
 會員郵件清單 Mail List 
以上社群經營之管道應由委員會及委員會委託之人員負責管理審核，會員資料或管
理權限不得對外透露，委員若卸任亦應負保密責任。 
 

https://twnog.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wnog/
https://line.me/R/ti/g/37SPxv3klO


TWNOG活動 

TWNOG論壇 
• 為促進TWNOG社群與各界交流互動，每年須舉辦至少二

次TWNOG 論壇，論壇時間應至少一天，並從技術分享的
角度出發，並以社群有興趣及對社會有貢獻的主題為主要
徵求簡報之議題。 



TWNOG活動 

會員大會 Member Meetings 
• 為了促進會員每年須至少舉辦一次會員大會, 並且至少有

一次須在TWNOG選舉期間(每年9月份)，在此期間候選人
須有機會進行簡短的陳述，任何章程修正案將由委員會成
員或請願人提出，會員須有機會參加公開討論 。 

• 會員大會可由委員會酌情決定在其他會議或活動中舉行。 



TWNOG活動 

多方利害關係人小組會議 MSG Meetings 
• 為促進交流至少每個三月須召開一次多方利害關係人小組

會議。MSG 會議須針對社群經營，規章辦法及各項會議
活動等進行討論及修正提案，MSG決議中與全體社群有關
事宜且經MSG表決同意後交由會員大會決議，決議中若僅
針對單次活動或單一工作方向或經MSG表決不須經會員大
會決議之事宜則可直接執行。 



TWNOG活動 

 委員會會議 SC Meetings 
• 為維持TWNOG日常運作之討論及執行細節之討論決議, 委

員會SC至少每個月須召開一次會議，並且應盡量透過即
時通訊方式隨時聯繫，以利TWNOG事務推展。 



TWNOG活動 

其他活動 
• 除TWNOG固定每年兩次論壇外，TWNOG應不定期舉辦技

術交流，形式包括但不限於餐會、讀書會、研討會及社團
活動等，以促進網路從業人員交流，相關活動由MSG及
SC會議決議之。 

 



加入TWNOG 

• TWNOG向任何人開放加入，申請加入即代表已閱讀並同
意TWNOG相關章程及政策規範並同意加入台灣網路維運
社群，申請後請取得TWNOG郵件確認回覆方視為完成加
入程序。 加入方式如下: 

於TWNOG網站提出申請https://twnog.tw/會員-
membership/ 
線上填寫表單:加入會員同意
書  https://goo.gl/forms/HIJVF6jLfWVCIhVx2 

 

https://twnog.tw/會員-membership/
https://twnog.tw/會員-membership/
https://twnog.tw/會員-membership/
https://twnog.tw/會員-membership/
https://goo.gl/forms/HIJVF6jLfWVCIhVx2


聯絡我們 

您可以經由以下方式聯絡我們  
• 加入臉書社團 FB 

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wnog/ 
• 加入TWNOG Line 群組 https://line.me/R/ti/g/37SPxv3klO 

• Email  twnogservice@gmail.com; sec@twnog.tw 
• 您也可以透過網站與我們聯絡.  

 https://twnog.tw/contact-u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wnog/
https://line.me/R/ti/g/37SPxv3klO
mailto:TWNOG@gmail.com
mailto:sec@twnog.tw
https://twnog.tw/contact-us/


社群經營討論 

• 請各位不吝提供建議如何加強交流打破台灣人害羞內向的
個性讓社群活絡 

 
 



 
謝謝! 


	台灣網路維運社群 TWNOG�近況報告
	TWNOG組織
	多方利害關係人小組名單/ MSG list: 
	關於 TWNOG
	TWNOG社群經營
	TWNOG活動
	TWNOG活動
	TWNOG活動
	TWNOG活動
	TWNOG活動
	加入TWNOG
	聯絡我們
	社群經營討論
	投影片編號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