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無形卻具有商業價值

▪

▪ 什麼是頂級域名



Note: List of all accredited ICANN registrars: https://www.icann.org/en/accredited-registrars

1498 Top level domains exist in the DNS root zone (.CN, .APP, .COM, .CLUB, .LAW,…). See https://data.iana.org/TLD/tlds-alpha-by-domain.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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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gandi.net/zh-hant/2018/09/maximize-your-chances-at-getting-a-newly-released-domain/
https://news.gandi.net/en/2018/09/maximize-your-chances-at-getting-a-newly-release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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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俗稱 詐騙
詐騙對象為企業組織內部員

2
釣魚網站

竊取帳號密碼

仿造網站
仿冒產品購物網站



1

2
全天候 小時監控

小時不間斷
監控兩億多個域名，偵測關鍵字

警報通知
每天傳送偵測報告，

小時內收到可疑域名通知

將品牌關鍵字
加入 域名監控的基礎架構



keyword 3



1 2

3 4

5 6



1



2

個域名

gandi-exemple.it

groupe-gandi-exemple.ru



3

dev-gandi.exemple.com

moncompte-gandi-fr.other.exe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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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di.샅

gandi.ėĝ

中国-gandi-exemple.com



5 ganddi.net

gnadi.net

gnady.net

gady.net

g-andi.net

gan.di.net



● 在被詐騙集團鎖定前，先偵測到可疑
的域名，進而預防詐騙行為

● 在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前，事先偵測到
可疑的域名時就在 基礎架構上阻擋
這些可疑的域名

● 透過域名監控預先防範詐騙行為，節
省預算並保護公司聲譽



企業戶服務



利用我們的專業知識
保護您的品牌！





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的發展

32

◼ TWNIC 於89年9月成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研擬小組」，由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謝銘洋教授(現職為司法院大法官)擔任小組召集人。

◼於同年10月1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以統一域名爭議解決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UDRP）為參考基礎，在短短3-4 
個月歷經10多次密集的會議討論，完成制定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暨
實施要點」(TWDRP)。

◼ TWDRP旨在處理「.tw」或「.台灣」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為一套更快速、
有效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 TWDRP是由經本中心認可的「爭議處理機構」來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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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DRP launched

◼ 90年3月29日TWNIC與二家機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現改制為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台北律師公會」正式簽約，受理.tw 
域名爭議案件，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暨實施要點等相關處理機制
(TWDRP)正式上路。

左起謝銘洋教授、交通部鄧添來前司長、
TWNIC陳文生前執行長、資策會科法中心周天
主任、台北律師公會代表顧立雄律師

33

TWNIC與兩家爭議處理機構於
福華文教會館簽約儀式



為什麼會發生網域名稱的爭議？

34

◼網域名稱註冊採 First-come, first-served原則

◼未經過實體審查 (中國採實名制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耗費時日，不符合實際需要

◼ 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及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須負擔較重之責任

◼ 網域名稱具有一定程度之獨佔性

◼ 網域名稱具有交易價值



網域名稱爭議的類型

35

◼搶先註冊 (Cybersquatting)
◆搶註他人姓名：madonna.com 、蔡英文.tw

◆搶註他人標章： instagram.tw、zara.com.tw 、baidu.com.tw

◆搶註他人事業名稱： hinet-idc.com.tw、sonyco.com.tw

◆搶註他人其他標識：北捷.tw 、貓纜.tw、famypay.com.tw

◼搶註「近似」之商標、事業名稱或姓名
◆ bmwmotorrad.com.tw 、 adidas101.com.tw

◼意圖減損他人商標

◆ fuckbook.com.tw



現有可能的爭議處理方式

36

◼向法院提出訴訟
◆直接提起民事訴訟

◆聲請假處分

◆提出刑事自訴或告訴 ─以商標被侵害為由

◼ 優點：
◆法院判決有較強之拘束力

◼ 缺點：
◆延宕耗時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之目的與基本構想

37

◼向法院提出訴訟
◆直接提起民事訴訟

◆聲請假處分

◆提出刑事自訴或告訴 ─以商標被侵害為由

◼ 優點：
◆法院判決有較強之拘束力

◼ 缺點：
◆ 延宕耗時

◼ TWDRP目的：迅速、有效率地解決爭議，具執行力。約計50-60天即可完
成域名爭議案件處理通知結果。

◼尊重既有體制
◆不凌駕或取代法院裁判或仲裁判斷

◼符合國際趨勢，遵循ICANN UDRP精神



TWNIC立場

38

◼積極提供爭議處理之管道

◼不判斷是否侵權

◼不介入訟爭

◼不擔任調解人

◼依爭議處理機構之要求，提供有關網域名稱註冊相關資料

◼執行爭議處理機構之決定結果



域名爭議處理機構

39

◼爭議處理機構
◆資格條件：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或財團法人

◆須經註冊管理機構 (TWNIC) 認可

◼爭議處理之決定
◆選定專家小組

◆由專家小組審理件後決定結果

◼救濟
◆「取消」或「移轉」網域名稱



TWDRP域名爭議處理機制之基本原則

40

◼適用範圍
◆僅限於頂級國碼 .tw/.台灣之網域名稱

◼申訴要件
◆不以商標或標章相同或近似為限，與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相同或近似亦可提出
申訴。

◆須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須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TWDRP爭議處理辦法實施流程

爭議處理機構

(1)提出
申訴書

(2)10日內
支付費用

(3)收到費用
3日內

寄送申訴書

(4)處理程序
開始日

註冊人
申訴人

(5)20日內提出
答辯書

專家小組.tw registry

(5)收到答辯書
5日內選定

(6)14日通知決定
結果

(4)處理程序
開始日

(4)處理程序
開始日

(5)寄送答辯書

(7)寄送決定
結果

(7)寄送決
定結果

(7)寄送決定

41

結果



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件統計

◼從90年爭議處理機制建立至目前(110年3月31日)，二家爭議處理機構共計處
理277件案件(305筆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機構分別為: 208件由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受理；69件由台北律
師公會受理。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案件數 14 11 8 6 5 22 19 25 7 14 20 11 19 21 12 18 10 10 13 11 1

域名筆數 14 11 9 6 6 25 19 26 9 18 22 17 21 23 13 18 10 12 14 11 1

30
25
20
15
10

5
0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資策會科法所 13 11 8 6 5 22 16 13 4 11 16 8 10 17 8 12 6 7 9 6

台北律師公會 1 3 12 3 3 4 3 9 4 4 6 4 3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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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件統計

43

◼至2021年3月31日，專家決定結果為: 277件 (305筆網域名稱)網域名稱移轉
予申訴人，19件 (18筆網域名稱)取消網域名稱，33件 (32筆網域名稱)申訴
駁回， 23件 (20筆網域名稱)程序中止。

◼整體域名分布為: 179筆com.tw ， 1筆org.tw ， 5筆net.tw ， 3筆idv.tw ， 1 
筆game.tw ， 97筆.tw泛用型英文域名， 18筆.tw/.台灣中文域名， 1筆商
業.tw:屬性型中文域名，共計305筆域名。



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件統計

網域名稱

移轉, 230,

75.41%

網域名稱

取消, 19,

6.23%

申訴駁回,

33,
10.82%

程序中止,  

23, 7.54% 程序進行中,  

0, 0.00%

網域名稱共計305筆

com.tw, 179,
58.88%

org.tw, 1,
0.33%

net.tw, 5,
1.64%

game.tw,  
1, 0.33%

idv.tw, 3,
0.99%

ASCII.tw, 
96, 31.58%

IDN.tw/台

灣, 18,

5.92%

商業.tw,

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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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TWDRP)20週年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運行至今已屆滿20年，TWNIC於109年9月18日委託資策
會科法所舉辦「網域名稱爭議處理20週年研討會」，重量級專家齊聚一堂，
見證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20週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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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域名爭議案例分析 –程序部分

47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有一事不再理之適用，建議應明文規範。
◆衡其性質，網域名稱爭議案件處理與檢察官之不起訴、緩起訴處分相當，爰參酌刑事
訴訟法第260條之立法意旨，如無新事實新證據，原則上應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
。 107年網爭字第002號< baidu.com.tw>

◼案件處理程序開始前，應留意當事人適格或後續執行是否可行。
◆依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須公告事項規定，各類別域名及其申請條件有其對應條
件，如「com.tw」域名之註冊人，即須依公司法登記之公司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
號或外國公司依其本國法設立登記者。此規定亦適用於爭議處理之域名移轉情形。
STLI2018-002＜ntu.com.tw＞

資料來源：TWNIC 2019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研究計畫,執行單位資策會科法所



歷年域名爭議案例分析 -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等標識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

48

◼當事人營業項目、網站之內容或商標權指定之商品類別是否相同或類似非產
生混淆必要條件
◆部份專家認為，無須參酌(<hinet-idc.com.tw>、<ps2.com.tw>、< roborock.com.tw、

roborock.tw>)，部份專家認為有相同或類似情形易產生混淆< tahsda101.com.tw >、< 
www.queen-wed.com.tw >)

◼申訴人之商標著名與否，非申訴成立之要件，然知名度高低，對於造成混淆
之判斷有所影響
◆依整體觀察方法，在外觀、觀念或讀音上可認為相同或近似，而一般具有普通知識經
驗之網路使用者施以普通之注意，仍有混淆誤認之虞者，便符此項要件。
<cesar.com.tw>、 <muzee.com.tw>、< roborock.com.tw、roborock.tw>< lilly-
cialis.com.tw >、＜kenda.tw＞、＜zara.com.tw＞、＜instagram .com.tw＞

◼與申訴人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者，可以申訴人於國外
經營網站作為證明
◆若與申訴人於各國網站之網域名稱極近似，對一般網路使用者而言，有誤以為該網站
為申訴人之公司集團所設者，即有造成混淆之虞< lilly-cialis.com.tw >

資料來源：TWNIC 2019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研究計畫,執行單位資策會科法所

http://www.queen-wed.com.tw/


域名爭議近年來重要實務判決

19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商訴字第32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107年度民商上字第9號判決

原告：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具有「台北101」、
「TAIPEI 101」之商標，使用於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等服務；被告具有「101 名品會」之商
標，以「101vip.com.tw」域名架設網站，並以「101 名品會」作為帳號名稱。原告主張其為
著名商標，被告於域名之使用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構成擬制侵害商標權，要求註
銷系爭域名登記。

重點 法院意見

以市調方式判斷網
域名稱之混淆誤認

進 行 市 場 調 查 之 鑑 定 結 果 顯 示 ， 有 20.74 ％ 受 訪 者 看 到
「101vip.com.tw」之網址，會認為是由原告設置；由於此項調查所設
定之統計母體幾乎就是全國民眾，如將全國人口以一般社會認知之保
守估算有2300萬人，此市調結果可推論將近有470 餘萬人會有實際混
淆誤認之情形。

網頁所銷售之產品 以實際使用「101vip.com.tw」情形來看，是用來作為精品銷售，銷售

類別影響混淆誤認
之判斷

的物品包括：皮包、香水、服飾、手錶等，這些都是原告商標指定使
用類別，應會使相關消費者誤認係與原告商標有關，而由原告成立之
網站，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資料來源：TWNIC 2019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研究計畫,執行單位資策會科法所



WIPO UDRP 案件量

.com

50

.net .org

2611
3.0%

.info

64339
74.5%

7250
8.4% 4725

5.5%



UDRP fee

1 panelist 3 panelists

1-5 domains

6-10 domains

USD1,500

USD2,000

USD4,000

USD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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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萬國法律事務所 資深合夥律師

網域名稱爭議案例分享

鍾文岳律師



業務運作執行現況
 台北律師公會下設專門或專業領域委員會，由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委員會承辦爭議案

件，依據TWNIC訂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流程圖規定辦理，為有效瞭解案件進度，特製
作爭議處理進行單，收件→分案→結果→歸檔，以掌握流程。



年度案件統計數(資料來源:twdrp.tw)

年度 件數 結果

2020年 12 移轉x10  取消X2

2019年 13 移轉x10  取消X1 駁回X1

2018年 10 移轉x8  取消X1 撤回X1

2017年 10 移轉x9  取消X0 駁回X1

2016年 18 移轉x17 取消X1

2015年 11 移轉x10  駁回X1

2014年 22
移轉x17.5  撤回X1 駁回X3 取消
X0.5

https://twdrp.tw/


專家小組名單遴選與案件指派
名單遴選：每三年專家小組名單會由本公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提報，除徵詢歷任專家小組之意願外，新的專
家必須提出相關學經歷及著作等資料供審查，通過後列冊於專
家小組名單，供案件選任。

案件指派：依登錄之專家小組名單先確認無利害衝突後，選擇
學有專精及參加過相關研討會之名單中選擇，目前約二到三年
輪值一次。

本公會與網路中文已合辦多屆域名研討會，提供專家小組或會
員最新的網域名稱應用與資訊

本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亦不定期舉辦研討會或課程，提供專家
小組進修機會



程序特點:

相同網域名稱經過爭議處理機構決定後，申訴人不服，再向另一家爭議處

理機構提出申訴，基於一事不再理原則，原應不受理，建議申訴人依規定

提起訴訟，但申訴人堅持再提出申訴，經本委員會決議：申訴人名稱及相

關證據是否同一，若有不同即受理。

另依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第二條寄送方法之規定，仍存有傳真

或郵寄等方式之送達或寄送規定，考量2000年設立本處理辦法及相關子法

時電子郵件尚未完全普及，傳真或郵寄等方式仍有留存之必要，以目前網

路及電子郵件普及程度，已全部以電子郵件寄送。



實體審查三要件

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姓名、事
業名稱或其他標識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者。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
益。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何謂 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一、註冊人在收到第三人或
爭議處理機構通知有關該網
域名稱之爭議前，已以善意
使用或可證明已準備使用該
網域名稱或與其相當之名稱，
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者。

二、註冊人使用該網域名
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三、註冊人為合法、非商業或正
當之使用，而未以混淆、誤導消
費者或減損商標、標章、姓名、
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之方式，獲

取商業利益者。



何謂 惡意註冊或使用?

一、註冊人註冊
或取得該網域名
稱之主要目的是
藉由出售、出租
網域名稱或其他
方式，自申訴人
或其競爭者獲取
超過該網域名稱
註冊所需相關費
用之利益。

二、註冊人註冊
該網域名稱，係
以妨礙申訴人使
用該商標、標章、
姓名、事業名稱
或其他標識註冊
網域名稱為目的。

三、註冊人註冊
該網域名稱之主
要目的，係為妨
礙競爭者之商業

活動。

四、註冊人為營
利之目的，意圖
與申訴人之商標、
標章、姓名、事
業名稱或其他標
識產生混淆，引
誘、誤導網路使
用者瀏覽註冊人
之網站或其他線

上位址。



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

案例一:baidu.com.tw

案例二:amazon.tw

案例三: cambridge.org.tw



案例一:baidu.com.tw(STLI2018-001)

申訴人:百度在線網

絡技術(北京)有限

公司

註冊人:台灣百度企

業號



雙方主張:

申訴人

有商標註冊

世界知名，搜尋引擎流量
大
經營色情網頁，攀附申訴
人知名度

註冊人

申訴人不註冊網域名稱

在台灣流量僅0.12%,非知
名
註冊多年，與申訴人領域
不同不致造成混淆



STLI2018-001

註冊人為合法、非商業或正當之使用，而未以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
損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之方式，獲取商業利益者。

•該網站雖號稱交友聊天網站，但網頁具有強烈的成人內容暗示，即便已有分級標誌，
於現階段一般社會通念中，仍有減損商標之可能。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申訴人於台灣申請baidu商標最早可溯至2010年，但註冊人卻早在2007年開始註冊此
爭議域名。且註冊人由2007年開始，持續繳費至今，擁有該爭議網域名稱已逾十年，
可證具有長期經營該網域名稱之決心，並非意圖由申訴人或其競爭者獲取利益、或以
妨礙申訴人使用該商標為目的。



STLI2018-001
實際上網以「baidu」或「百度」一詞進行搜索，發現排名在前幾頁的搜索
結果，仍然以申訴人的網站相關內容為主，並未出現註冊人之網站；且申
訴人曾強調，「在多個互聯網搜尋引擎上搜索“BAIDU”會返回多個引用投
訴人及其業務的鏈接。」因此，難以認定註冊人有據此網域名稱、以引誘
或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網站之行為。

註冊人註冊網域時間為2014年，晚於申訴人註冊商標的2013年，無法以該
前案導出色情內容即為惡意之結論。
申訴人應就上述「處理辦法」第5條第1項所規定之申訴要件存在之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綜上所述，申訴人所主張未符合「處理辦法」第5條第1項
第3款要件。

申訴人就系爭網域名稱之申訴，雖符合「處理辦法」第5條第1項第1、2款
規定，但卻未有同條項第3款之適用，有鑑於申訴案之成立必須同時滿足
「處理辦法」第5條第1項各款規定，故本件申訴不成立，本件註冊人可繼
續使用已註冊之系爭網域名稱。



107年網爭字第002號(申訴人主張)
註冊人使用網域名稱於色情網站，違反刑法第235
條，屬非商業或正當之使用，而是以混淆、誤導消
費者或減損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
識之方式，獲取商業利益者。

2009年註冊人申請註冊BAIDU商標遭核駁。

註冊人在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4月18日期間取
得了爭議域名的註冊。且遠遠晚於投訴人在2000年
成立並首次使用其BAIDU商標。

註冊人建立的子域名與申訴人的官方網址相似，且
抄襲申訴人的服務名稱，誤導搜尋引擎以提升其網
站的排名，使註冊人網站得到瀏覽量而獲得利益。



107年網爭字第002號(註冊人主張)

兩網站內容完全無相關性，並非相似或是類似更不會混淆內容。並非與

申訴人商業上競爭使用目的而設，於網站首頁明確有限制級網頁標示，

非違法。

台灣多個互聯網搜索引擎使用2018排名上，申訴人之佔有率僅0.12
％

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十多年，最終設立聊天室服務約為2013年，網站
服務內容雖為特定族群類別，但至今註冊會員帳號已超過百萬人次，已
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107年網爭字第002號(程序問題)

原則上係採辯論主義

•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明之證據，專家小
組除依其職權進行調查者外，無須加以斟酌

一事不再理之適用?

•如無新事實新證據，自不得再行申訴(台北律
師公會97年網爭字第003號)。申訴人收到網民
的檢舉，指出本案爭議域名對其本人和家人使
用投訴人的百度服務造成混淆



107年網爭字第002號

註冊
人有
無權
利或
正當
利益

是否符合善意使用及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註冊人曾於2009年申請BAIDU 百度商標遭核駁，
非善意。

未舉證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具有強烈的成人內容暗示，即便已有分級標誌，
於現階段一般社會通念中，仍有減損商標之可能。



107年網爭字第002號

惡意
註冊
或使
用網
域名
稱

惡意註冊與否之判斷時點，應為註冊當時應無疑義，但
惡意使用與否之判斷時點究應開始使用之後。

註冊人於2007年即註冊該網域名稱，中間數度更換註冊
人名稱，但自2013年才設立目前之聊天室服務使用系爭
網域名稱

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駁理由認定在2009年6月之時點，
BAIDU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堪認為著
名商標。

自註冊人之公司名稱台灣百度企業號及使用系爭網域名
稱之網頁，故意使用百度視頻聊天室及簡體字標示，都
有使人與申訴人之商標等產生混淆之意圖。



案例二: amazon.tw
(STLC2008-001號 )

申訴人主張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所登記註冊之網
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相同而使網
路使用者產生混淆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並無權利或正
當利益，

基於惡意向TWNIC註冊登記使用系爭
網域名稱。

決定理由

本件系爭網域名稱，確與申訴人之
註冊商標、著名商標及事業名稱相
同或近似。但是否構成混淆，尚難
認定。

本件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尚未產生
權利或正當利益。

但本件註冊人惡意註冊及使用之意
圖，亦無法證明。本件申訴不成立。



案例二: amazon.tw
97網爭字第003號

程序問題

•網域名稱爭議案件之處理，應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除發現新事實新證
據

•本件尚無違反一事不再理，應得為實體審查

相同或近似

•實際登入「www.amazon.tw」網站即系爭網域名稱，將直接移轉至申訴人之
「www.amazon.com」網站

有無正當權
益

•註冊人既未得申訴人之允許，復與申訴人無合作關係，逕將系爭網域名稱直
接連接至申訴人之網站，足見註冊人屬非正當使用，且該使用將混淆、誤導
使用網路之消費者，已足認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案例二: amazon.tw
97網爭字第003號

是否惡意註
冊或使用

•曾於2008年4月8日收到註冊人主動以電子郵件
要約出租及出售系爭網域名稱。依註冊人電子郵
件提出(1)申訴人給付註冊人一萬美金作為開始
合作對價，並就每次連結到申訴人指定的網站，
申訴人給付註冊人1美元作為每次連結對價；(2)
出售系爭網域名稱的條件為10萬美金現金或由申
訴人提供相當於30萬美金的行銷服務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未經申訴人許可竟然直接將
www.amazon.tw直接連結到申訴人的
www.amazon.com的網站，應足構成「其他事由」
而足認註冊人係惡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案例三: cambridge.org.tw 事實關係

87.5.15
劍橋授權被告
PQ3R &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英語檢測

76.3-4
劍橋商標註冊

89.2.24
註冊系爭網域名稱

89.5
變更資料

94.10.1
ILTEA考試中心
再授權決定及
協議備忘錄
(-97.9.30)

91.5.4
再授權核准

92.3.12
移轉註冊人

97.9.30
授權終止

97.11.24
網爭字第11號

97.11.24
申訴駁回

98.2.10
起訴

98.12.2
98民商訴
字第12號



案例三: cambridge.org.tw
97年網爭字第011號(註冊人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註冊人主張其註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係經申訴人授權或同意，有系
爭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商標異議案之理由中，可知註冊人初始註冊使用各該商標，係為
申訴人所知悉且未為反對，且註冊人乃為申訴人之利益而註冊使
用

註冊人代表人依法所有之註冊商標既未經撤銷確定，而系爭網域
名稱與該等商標之主要部分確實相同，是仍應認為其據以主張擁
有系爭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非無理由。

惡意註冊或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並無判斷之必要



案例三: cambridge.org.tw
涉及當事人間契約紛爭及公平交易法問題

查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之宗旨，係著重解決惡意搶註之紛爭，是以，除有證
據明確顯示註冊人涉及惡意搶註之行為外，於兩造各自以依法併存之商標主張
權利之情形下，本專家小組不宜且無權判斷比較各該商標對於網域名稱保護之
優先效力

•針對申訴人主張註冊人代表人所有之註冊商標違反商標法乙節，其評定案件
既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理中，對於各該商標有效性之判斷，即有待依循行
政救濟程序加以確定，而非屬本專家小組之權限範圍

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是否違反商標法第62條第1、2款，而視為侵害申訴人
之商標權？抑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或第24條規定？



98民商訴字第12號-判決

一，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
「cambridge」之字樣作為其英

文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
二，被告應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辦理註銷
「cambridge.org.tw」網域名稱

之登記。



98民商訴字第12號---爭點

(一)被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是否違反商標法第62條第1、2款，而
視為侵害原告之商標權？抑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
或第24條規定？

(二)原告得否依商標法第61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請求被告不得
使用相同或近似於「cambridge」字樣作為其英文網域名稱之特取
部分？

(四)原告得否依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請求被
告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系爭網域名稱，並將系爭網域名
稱移轉予原告？



98民商訴字第12號--理由

雖系爭網域名稱確有使用「CAMBRIDGE」之文字，而與上開商標之文
字相同，惟二者之商品與服務間並非相同或類似，故被告使用系爭
網域名稱未違反商標法第62條第1、2款。

原告之事業名稱具有高度之知名度，被告如使用相同或近似之網
域名稱，將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誤認系爭網域名稱所有
人提供之服務係來自原告，或誤認其與原告存在關係企業、授權
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之可能性。被告仍
繼續辦理原告所授權之業務，抑或將被告所提供之服務與原告或
其合法授權之第三人所提供之服務產生混淆之可能，從而，被告
繼續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將導致與原告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相
混淆，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

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
「cambridge」之字樣作為其英文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被告應向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cambridge.org.tw」網域名稱之登記，



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第30條之規定，為排除及
防止侵害，請求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cambridge」之字樣
作為其英文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及被告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辦理註銷「cambridge.org.tw」網域名稱之登記，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契約係存在於被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間，
而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僅係財團法人，該中心為處理網域名稱註冊
人與第三人間所生爭議而制定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並不具
法律位階之效力，故上開辦法對於被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而言，
僅係網域名稱使用契約內容之一部分，其效力並不及於非契約當
事人之原告，從而原告依上開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請求被告移轉
系爭網域名稱，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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