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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簡介

WWW.ＯＯＯ.ｔｗ
WWW.ＯＯＯ.台灣

喔~天啊!!!
有人拿我的商標去
申請註冊域名了,該

怎麼辦?

向台網中心認可的「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由爭議處理機構選定具處理網域名稱爭議
資格的專家，組成「專家小組」，公正處
理註冊人與申訴人之間的網域名稱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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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RP的誕生及運作

域名爭議處理辦法
2000年10月12日

由謝銘洋大法官擔任爭議處理辦法研擬工作

小組召集人。

2001年3月8日

制訂「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辦法暨實施要點(TWDRP)」。

2001年3月29日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正式授權台北律師公會、

資策會科法中心（科法所前身）運行。

2001年6月29日

〈m-ms.com.tw〉第一件受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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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性的一刻

左起謝銘洋大法官、交通部鄧添來前司
長、台網中心陳文生前執行長、科法中
心周天主任、北律代表顧立雄律師

台網中心與兩家爭議處理機構於
福華文教會館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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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歷史活動

2011年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專家座談會

日期:2011年6月29日

特邀來賓:Partridge IP Law主
持律師Prof. Mark Partridg
分享WIPO專家對於泛用型網
域名稱之爭議處理審理判斷原
則及案例分享探討

與會長官及貴賓:
台網中心劉金和執行長
台大謝銘洋教授
科法所戴豪君所長
高雄大學紀振清教授
賴文智律師
李佩昌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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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歷史活動

2014年專家交流研習座談會

日期:2014年10月23日

地點:台大進修推廣部307會議
室

主題: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
及流程說明、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之判斷及案例分析、網域名
稱爭議處理案例心得

講者:
楊佳政律師
趙晉枚律師
東吳大學林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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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歷史活動

2019年「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研究」座談會

日期:2019年5月23日

地點:資策會科法所

主題:網域名稱之爭議
處理判斷原則及案例分
享

講者:台大黃銘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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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歷史活動

2019年「網站內容爭議之域名處理及個資保護」座談會

日期:2019年8月21日
地點:台北國泰萬怡酒
店

主題:歐盟及我國個人
資料保護法對域名註冊
服務之影響與因應、
「網站內容違法爭議之
域名管理協處機制研析」

與談來賓:
中原大學江耀國教授
銘傳大學何吉森教授
曾更瑩律師
蔡志宏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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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歷史活動

2019年「網域名稱爭議研究」從域名爭議案
例核心分析到實務保護發展座談會

日期:2019年12月17日
地點:美麗信花園酒店

主題:國際域名爭議案
件核心議題趨勢與實務
發展、2019年國內域
名爭議處理概況與案例
分析

與談來賓:
謝銘洋大法官
智慧局王義明科長
陸義淋高級顧問
中興大學廖緯民教授
賴文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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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2019年參與WIPO Conference
統一域名爭議解決政策20週年

日期:2019年10月21日

地點:世界智慧財產權
組織日內瓦總部

主題:2018案件概況分
析、Whois與GDPR調
和、案例分享、企業維
權經驗、惡意搶註的變
化、未來相關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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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處理案件統計

處理 件域名爭議案件

包含 個網域名稱

統計至2020年6月

300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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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案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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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已處理272 件域名爭議案件，扣
除19件係因當事人撤回申訴而程序終結的案件及目
前審理中案件，目前已有超過250份專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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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爭議處理案件類別統計

所有案件
N=186

所有案件 N=186

申訴人 網域名稱爭議類型
本國公司 62（33.3%） .com.tw 115（61.8%）
外國公司 124（66.7%） 泛用型網域 59（31.7%）

註冊人 .idv.tw 2（ 1.1%）
自然人 76（40.9%） .net.tw 2（ 1.1%）

本國公司 89（47.8%） 2個以上但包括泛用型 8（ 4.3%）
外國公司 10（ 5.4%） 審查結果
身分不明 11（ 5.9%） 駁回 27（14.5%）

申訴人委任律師 移轉網域名稱 146（78.5%）
未委任律師 62（33.3%） 取消網域名稱 13（ 7.0%）
有委任律師 124（66.7%） 是否再提起民事訴訟

註冊人委任律師 未再提民事訴訟 180（96.8%）
未委任律師 171（91.9%） 有提起民事訴訟 6（ 3.2%）
有委任律師 14（8.1%）

註冊人有無提出答
辯
未提出答辯 103（55.4%）
有提出答辯 83（44.6%）

就科法所有做出專家決定書之案件分析(截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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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問卷調查研究與統計

與申訴人商標等其他
標識近似產生混淆

有關近似而產生混淆

有關於其他標識

 申訴人之商品或服務名稱

2014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專家交流研習計畫

 諧音或近似音
 多國語系相互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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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問卷調查研究與統計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
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有關於善意使用

有關於為大眾所熟知

 由搜尋引擎查詢之結果
 刊登於廣電報刊媒體
 依據網路統計工具之訪客數
 社群網站之回應數（如[按讚]）
 註冊人之使用時間已久

有關於正當使用

 註冊人擁有商標以外之標識使用
權（例如申訴人擁有商標權，而
註冊人擁有合法商業名稱）

 註冊人於網站詳實表明與申訴人
之關係

 已架設自有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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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專家交流研習計畫



實證問卷調查研究與統計

註冊人惡意註
冊或使用網域

名稱

有關於出售、出租或其他方式

有關於為大眾所熟知

 註冊他人商標等本身即屬妨礙申訴人使用
 消極註冊並持有
 註冊人進行大量域名註冊，包括含他人商標等域名
 註冊人在申訴人網域名稱有效日期結束後，重新註冊申

訴人網域名稱

有關於妨礙競爭者之商業活動

 販售申訴人競爭者之商品或服務
 內嵌申訴人網站並暗藏騷擾訊息
 註冊人與申訴人有競爭關係

 於該域名架設網站表明出售意旨或價格
 申訴人主動開價後註冊人予以報價回應
 搭售其他商品或服務
 於該域名架設網站表明歡迎合作

18

有關於混淆與誤導
 內嵌申訴人網站並擺放廣告
 誤導申訴人與註冊人有推薦、贊助或合作之關係
 註冊人以錯誤資訊註冊域名

2014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專家交
流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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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與資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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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國際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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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意見概述3.0
WIPO 
Jurisprudential 
Overview 3.0

統一域名爭議解決政策



經驗傳承與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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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