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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建立公信之網域名稱紛爭解決機制， 
維護網路世界識別之使用秩序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董事長 曾憲雄 

 
網際網路自 1980 年代蓬勃發展以來，對人類生活與工作型態影響深

遠。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在眾人的殷切期盼下於 2000 年完成法人登記，提供.tw 網域名

稱註冊管理服務，至 2009 年已是第十個年頭。在 TWNIC 全體同仁的齊

心努力下，其不斷成長茁壯並在台灣網際網路的發展歷程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在國內 TWNIC 積極推廣.tw 網域名稱註冊使用與 IP 應用發展，並

致力於推動 IPv4 網路移轉至支援 IPv6，使台灣與各網路先進國家並駕齊

驅。在國際上，長期參與網路相關技術的研發，並持續在國際相關組織中

發聲，積極參與網路事務。 

因應網域名稱註冊服務的國際發展趨勢，十年來，TWNIC 陸續提供

了「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泛用型中文網域名

稱」及「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等註冊服務。在提供.tw 網域名稱多樣化

註冊選擇服務的同時，為保護.tw 網域名稱使用者的權益，建立公平、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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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且快速之爭議處理機制，TWNIC 在「網域名稱委員會」的決議下，開

始邀集學者專家於 2001 年成立「爭議處理機制研擬小組」，在召集人台灣

大學法律系謝銘洋教授之帶領，工作小組於同年 1 月 16 日完成「網域名

稱爭議處理辦法草案」、「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草案」以及「爭

議處理機構之遴選資格條件」之訂定，為廣納建言，TWNIC 在經過徵詢

網友們的修正意見，並邀請網域名稱的專家學者舉行公聽會後，爭議處理

相關的辦法及實施要點於同年 3 月 8 日正式公告，並由 TWNIC 正式委由

中立爭議處理機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及「台

北律師公會」處理.tw 網域名稱爭議案件。TWNIC 對「網域名稱委員會」

及「爭議處理機制研擬小組」全體成員的用心與成果，深表感謝與敬意。 

十年以來，這兩家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已處理百餘件.tw 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案件，所累積之處理案例豐富，已成功建立起我國.tw 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機制之公信力；而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件的發生，更突顯出網路

品牌與商標智財權保護的重要性，也讓網路使用者更關注網路商標及個人

識別保護的議題。在此，特別感謝「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

心」、「台北律師公會」及專家們，不辭勞苦地奉獻心力與專業智識，得以

讓.tw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穩定運行。在 TWNIC 十週年之際，希望能

藉由出版《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將歷年來透過.tw 爭議處理程

序、法院或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處理之案例進行解析，除累積專家的心血成

果外，更希望網路使用者能經由本書認識與瞭解.tw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

制，進而讓網域名稱的保護更受到重視。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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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長期努力建立快速公信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機制 

 
交通部郵電司 司長 鄧添來 

 
設置一個網站在現今社會已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但要爭取易懂易記

又符合網站內容的網域名稱，吸引訴求對象點閱，這就要有慎密的思考與

技巧，而辛苦研析註冊所得的網域名稱若與其他使用者的網域名稱雷同，

或是和別人已使用的商標名稱相近，便產生了爭議，受侵害者對該網域名

稱可申訴主張停用或移轉給申訴人。反之，您的網域名稱或商標名也可能

會受到其他的註冊者侵害，此時，應如何護衛您的權益，就需充分瞭解爭

議處理的程序與相關法規，但要閱讀一大堆的規定和法律條文，真是一件

苦差事，若有類似的案例可參考，再思考如何處理將會事半功倍。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為交通部輔導設立的非營利財團法人

機構，其最主要目的為「以超然中立及互助共享網路資源之精神，提供註

冊資訊、目錄與資料庫、推廣等服務」。該中心在提供例行的網域名稱註

冊服務外，為期能迅速解決因使用網域名稱所生的爭議，參考國際 UDRP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的規定，訂有網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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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爭議處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和補充說明，為達成中立及不介入的原則，

將網域名稱爭議之處理委託獨立且無利害關係之爭議處理機構辦理，目前

國內有兩個機構可受理爭議處理案件，實際作業人員為該機構所邀約的專

家群，當事人在申訴時可自行選任一人或三人來進行調處，文件的傳遞係

透過爭議處理機構，專家與當事人則避免接觸以維持公正。 

鑑於專家在爭議處理所作之決定書，並無法強制當事者接受，若當事

人不服，仍可循法律途徑提起訴訟，專家們在進行處理時，莫不兢兢業業

審視內容，參酌爭議處理辦法及相關法律作最合理、合法、合情之裁定，

由於長期努力已建立極高的公信力，倘若當事人不服另提訴訟，法官在審

理時也都會參研專家的決定書，十年來已累計了許多的處理案例，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決定將其中最值得大家參考的案件編輯成書，並加以解析供社

會各界參考。 

個人因職務關係，兼任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董事及網域名稱委員會主任

委員，自該中心成立迄今已歷十年，雖不具法律專業背景，但因長期全程

參與，在和法律專家耳濡目染下，受益良多，再觀察運作以來各界的反映，

對其程序、功能、效果給予最高的評價，希望對本領域有興趣願深入研究

者在詳細閱讀後，提供改進意見，供修訂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辦法及其爭議

處理相關規定時參考，以期能更周延更妥善；也希望網域名稱的使用人能

夠因閱讀本書而能事先避免產生爭議，讓我們的網路世界更和諧更順暢。 

 

交通部郵電司 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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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開創訴訟外紛爭解決新制， 

有效建立網域名稱使用秩序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教授 謝銘洋 

 
網域名稱之紛爭在網際網路興起後大量出現，其原因在於特定之網域

名稱只有一個，而欲使用該同一網域名稱者可能有數人或數事業，其可能

是因為剛好彼此有相同之事業名稱或商標，亦有可能是想搶先註冊以牟取

利益，而且各國網域名稱管理機構於受理網域名稱登記時大都採取不實體

審查之先申請先登記（First come, First served）原則，使得網域名稱之紛

爭，一時之間成為各國亟欲處理之問題，並引起國際組織之重視。 

固然網域名稱所產生之糾紛，可以尋求救濟之管道有：向法院提出訴

訟、請求仲裁，或向公平會提出檢舉。然而由於這些傳統之救濟途徑，並

無法快速解決網域名稱之爭議，是以各國與國際組織乃積極在原有制度之

外，另闢救濟途徑。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自 1997 年起就針對網域名稱爭議之議

題，廣泛徵詢各國意見，並於 1999 年發布最終報告。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亦據以於 1999 年 10 月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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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解決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UDRP）。我國對此議題亦非常重視，TWNIC 於 2000 年

10 月 12 日就成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研擬小組」，本人有幸受邀擔任召

集人，與其他專家學者共同研擬相關機制，經過數個月的密集研討，並參

酌 UDRP 與各國之規範，終於在 2001 年 3 月完成通過「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辦法」與「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並 2001 年 4 月開始實施，

同時於 2001 年 3 月 29 日與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及台北律師公會

簽約成為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開啟我國.tw 網域名稱爭議問題處理的

新頁。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只是在現有之救濟途徑之外，再提供申訴人另

一個救濟途徑，是否循此途徑尋求解決，完全由申訴人自行選擇決定之，

爭議處理機制並不取代或阻礙原有之救濟管道。因此爭議處理機制可以說

是與其他救濟途徑平行存在之機制，讓申訴人在糾紛之解決上，多一個選

項，對申訴人之權益提供更多保障。  

此一機制成立迄今，處理之申訴案件已經逾百件，就網域名稱之爭議

提供有效而又迅速之解決管道，將網域名稱搶先註冊所造成之問題降至最

低，對於我國網域名稱使用秩序之建立以及權利人正當利益之維護，均有

極為正面之作用！本人從一開始就參與此一爭議處理機制之研擬，並曾經

擔任專家小組參與數個實際紛爭案件之處理，對於此一機制能順利運作並

發揮積極功能，深感與有榮焉，這本書所代表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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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天涯若比鄰，網域爭輸贏 
──網路時代的新課題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局長 王美花 

 
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不僅對人類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響，同時也衝

擊傳統的法制，特別是同屬智慧財產權之著作權與商標權，必須一再面對

新議題的挑戰。網路衝擊著作權法制的議題包括暫時性重製、公開傳輸

權、科技保護措施及提供檔案分享服務平台業者之責任等，喧騰一時的

Kuro 及 ezPeer 案件，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網路與商標權有關之新議題除

網域名稱的爭議外，網站 Meta-tag 及關鍵字搜尋是否侵權、網路平台業者

的責任等爭議亦陸續浮現檯面。 

最近 eBay 拍賣平台的合法性問題，在法國及美國兩個判決的結果，

eBay 在巴黎被命令支付約 4 千萬歐元的損害賠償，在紐約卻不須處罰而

脫身了。然而，在媒體關注下，卻遺漏了兩個判決中的一項重要差異：美

國法院的分析大部分是基於商標法，法國法院卻完全未考慮到商標法議

題。美國法院判決 eBay 不須為 Tiffany 珠寶公司所指控的直接或幫助商標

侵權負責，主要認為 eBay 相較於一般網路服務提供者的策略，eBay 前瞻

地試圖以 VeRO 程式、反詐欺引擎及人工檢查等積極努力，顯然感動了法

官。本案判決明確地將網站的責任定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啟動商標侵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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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取下機制，與以往在著作權案件中的判決並無不同，而填補了美國

判例中的重要缺口。反觀法國法令中不同法律策略的關鍵，稱為數位經濟

信賴保護法（Law for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Economy，法文簡稱

LCEN）。這個特殊制度適用於任何種類的民事責任（不論是智慧財產侵害

或其他民事侵權行為），該等原告不將焦點放在第三人所張貼的內容上，

而是著重在平台本身的運作上。這將焦點由第三人內容轉移到被告運作其

平台的方式上，在本案成功地啟發原告主張 eBay 民法上的過失侵權而不

採商標法的法律事由。此多種類型的網路上商標或著作權的爭議，在如何

的程度上構成智慧財產侵權，各國法院間尚缺乏一致性的理由，主要在於

法官適用法律係於法律起草時幾乎不能想像的「技術」這個事實。可想像

未來有關網路的立法與用法的挑戰，更多在於不同機關與法律間的協調，

始能因應無界網路上的無限可能性。 

隨著網路交易日趨熱絡，在網路世界中足以表彰業者來源的網域名

稱，經濟價值急速攀升，遂成為兵家常爭之地。網域名稱爭議案件從一開

始類似「網路蟑螂」的搶註及牟利，演變至今更攸關企業間營業利益的衝

突，其重要性及複雜性與日俱增。惟相較於前述新興議題，財團法人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TWNIC）於 2001 年通過「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

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處理註冊人於 TWNIC 及受理註冊機構註冊之網

域名稱與第三人所生之爭議，至今相關爭議解決機制已運作相對純熟。本

書除了論述網域名稱及其爭議處理，並詳盡介紹 TWNIC 處理爭議案件之

流程概況，更進一步針對網域名稱爭議案件，收錄具有代表性之法院判決

及公平會處分書，探討及分析個案之實務及法律問題，不僅提供業界未來

面對爭議案件的處理方向，同時也可成為 TWNIC 專家小組未來作成決定

書之論據，實俱參考價值。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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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五 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的典範 

──TWNIC 域名爭議解決機制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所長 周 天 

 
網路時代的來臨，網域名稱成為一種新的企業識別，既有企業希望沿

用原有的公司名稱或註冊商標，而新興企業希望使用民眾熟悉的文字或數

字，以註冊其網站的網域名稱，但因為網域名稱註冊制度與相關技術的限

制，加上少數網路蟑螂的惡意註冊，引發全球網域名稱註冊的爭議不斷，

不但苦煞了 ICANN，此一新興的法律議題，也讓各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

頭痛不已，對於當時即將面臨轉型為財團法人的 TWNIC，更是一大考驗。

轉眼之間，TWNIC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運作迄今已進入第九年，

TWNIC 認可之兩家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也已經處理了百餘件.tw 網域

名稱爭議案件。 

本人任職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主任期間，有幸受邀擔任 TWNIC 網域

名稱委員會委員，並成為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諮詢小組的一員，親身參

與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與「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實施要點」

的制訂過程，並擔任 TWNIC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實施後，國內第一宗

適用該機制處理「m-ms.com.tw」爭議案件的工作，撫今追昔，些許感想

與諸先進共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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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TWNIC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的建立，首先要歸功 TWNIC

重視此一議題，以及國內網路法律與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參

與，引進國外相關制度，並草擬相關辦法，為求妥適周延，其間開會無數，

辛勤備至，居功厥偉。TWNIC 於 2001 年 3 月 8 日通過上述辦法與實施要

點，正式有了處理.tw 網域名稱爭議案件的規範依據。 

第二，TWNIC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實施在即，當時國內卻缺乏足

以擔任爭議處理的公正第三人機構，由於網域名稱爭議的處理，必須具備

法律與智權的專業知識，同時面對當事人的爭議，又有處理時限的壓力，

經 TWNIC 洽詢相關機構均不得要領，最後於 2001 年 3 月 29 日由資策會

科技法律中心、台北律師公會，經 TWNIC 認可並簽約，成為二家網域名

稱爭議處理機構。上述爭議處理機構，未曾接受 TWNIC 任何人力與經費

的支持，以維持其爭議處理的獨立性，但為組成爭議處理的專家小組，並

處理相關行政作業，二機構必須承擔巨大壓力，尤其自 2001 年至 2006 年

期間，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幾乎獨立承擔所有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件，長

期默默耕耘，對於該中心的歷屆主管與相關同仁，應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三，TWNIC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其目的並非取代傳統的行政

救濟制度，例如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或司法救濟制度，例

如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其目的在於對於當事人的網域名稱爭議，提供一

種快速解決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

ADR）。此機制實施以來，不但公部門的社會資源可以善加節約，當事人

對於專家小組決定的滿意率也相當高，這種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是我國

近年來相當成功的範例之一。 

TWNIC 於 2009 年 10 月出版《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一書，

做為未來專家小組受理案件之參考，並協助民眾認識 TWNIC 網域名稱爭

議處理之運作與歷年成果，本人非常榮幸能受邀為該書做序，以資紀念。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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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來公司企業對於保障公司識別、商標等觀念日趨重視，有鑒於我

國「.tw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運作迄今 8 年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

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授權之兩家網域名

稱爭議處理機構──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與台北律師公會──已處理百

餘件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件，所累積處理案例之豐富，已成功建立起我國

「.tw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之公信力。而透過法院、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不公平競爭解決網域名稱爭議之前例，亦所在多有。因此，本書擬

就爭議處理機制開始運作至 2008 年，透過.tw 爭議處理程序、法院判決及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所解決之網域名稱爭議案例嘗試進行整理、彙編及

剖析，期可作為未來專家小組審理案件之參考，並可協助一般大眾認識了

解「.tw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之運作。 

為此，本書主要內容包括四大部分：一、網域名稱及其爭議處理。二、

網域名稱爭議案例解析。三、法院及公平會仲裁案件探討及解析。四、台

灣網域名稱爭議處理之綜析與展望。而歷年透由「.tw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程序」專家小組決定之案例，均有參考過去專家小組決定先例之標準及見

解，是以，專家小組之決定實已具有高度共識性及預見可能性。雖然其他

爭議處理機構如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所做成之專家小組意見，對於專家小組之見解並無

絕對之拘束力，惟國內專家小組決定曾參考 WIPO 意見者，亦有不少前

例，有利爭議處理機制之專家小組決定與國際間網域名稱爭議解決之標準

漸趨一致。在法院判決部分，有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主張表徵被他人

違法註冊為網域名稱，也有依據商標法第 62 條主張商標被他人違法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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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網域名稱，而請求判命禁止獲得勝訴者。至於請求確認對特定網域有合

法權益，或撤銷台北律師公會某號專家小組決定者，尚未發現有勝訴案例。 

針對網域名稱之爭議與解決，有賴於加強宣導推廣「.tw 網域名稱爭

議處理機制」，尤其強調其便利、快速及費用低等優點，可免網域爭議問

題需由法院或公平會等較繁複之司法或準司法程序方式解決，一則可縮短

爭議之時程，減少爭議網域名稱無法使用之時間，二則減少法院爭訟，節

省司法資源。當然，專家小組決定之品質，及其受到信服之程度，也是減

少後續爭訟的主要關鍵。 

網域名稱乃是公眾使用網路、接近網路的重要工具，也是電子商務經

營行銷之開端，然其採先申請先取得之服務模式，故網域名稱與實體世界

中各項權利之保護難免產生爭議，而便利、快速與適切之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機制，除有助於複數權利衝突之調和外，亦對網域名稱之穩定性及正當

性有其必要性，希冀本書對.tw 網域名稱爭議案例之彙整及分析，有利於

公眾認識此一制度，俾利維護己身權益與減少相關爭議，共同促進.tw 網

域名稱之利用與發展。 



第一章 網域名稱及其爭議處理 

3 

第一章 網域名稱及其爭議處理 

第一節 網域名稱之定義與組成 

一、什麼是網域名稱 

我們是怎麼連上各大網站的呢？要找尋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網站時，可以在瀏覽器的網址列輸入

「www.twnic.net.tw」。 

而這一串英文字的組合：「twnic.net.tw」就是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網

域名稱」。而事實上，這些我們口中的「網址」，正確的名詞應該是「網域

名稱（Domain Name）」，或又簡稱「域名」。 

當您想要架設網站、或要擁有企業專屬郵件信箱時，就需要先申請一

個網域名稱，網域名稱是網際網路應用的基礎服務，只要擁有網域名稱就

可以架設提供各種服務的主機，如 www 是全球資訊網、e-mail 是電子郵

件等應用服務。擁有網域名稱的好處有很多，可以擁有專屬的企業網路門

牌，更能樹立永續經營的良好企業形象，無論客戶接洽或合作案進行，都

能留下企業資訊及讓對方找到的管理，掌握商機。 

二、網域名稱的誕生與影響 

如此方便的技術，可不是在網路被發明時就出現的。最初，網路是美

國為了軍事目的而設計出來的架構，採用「TCP/IP」的通訊協定，每一台

電腦主機都被分配到一個特定的 IP 位址（例如：211.72.210.250），在當時，

假如使用者想要連上其中一台主機，就得輸入該主機的 IP。可以想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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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機的數量愈來愈多時，要記住這些龐大的主機代表數字就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這種情形直到 1981 年，美國加州大學（UCLA）的 Jon Postel 設計出

「網域名稱（Domain Name）」這項架構，1984 年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定義出「網域名稱轉換機制」，並利用「網域名稱伺服器

（Domain Name Server, DNS）」來管理 IP 與其對應的網域名稱。此後大家

再也不必費心記住 IP 位址，只要輸入網域名稱就能連結各大網站。等到

這項技術純熟之後，網路技術跟著深入民間，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工具。 

可別小看了網域名稱這項技術的影響力，最早，每一位使用者必須把

常造訪的網站 IP 記起來，每次要連線前，還得一一查詢每一個網站的 IP

位址，才能順利連上網站主機，麻煩又費時。網域名稱出現後，這些數字

被別具意義的文字取代了，只要在網址列輸入網域名稱，就能連上網站，

而且網域名稱的文字，通常具有代表，更與該網站相關，讓人們可以輕易

記憶起來。 

正因為網域名稱的出現，取代了 IP 位址，使用者在網址列裡輸入的

不再是毫無意義的數字串，而是代表網站的一種個性化名詞，大幅提升了

人們網路使用經驗的便利性，也直接加速網路的普及。網域名稱誕生後，

成功地扮演了為網路時代來臨推波助瀾的重要角色。 

三、網域名稱的組成 

網域名稱的組成是一個「階層式」的架構。由於在網際網路（Internet）

上真實在辨識機器的還是 IP，所以當使用者輸入 Domain Name 後，瀏覽

器必須要先去一台有 Domain Name 和 IP 對應資料的主機去查詢這台電腦

的 IP。 

電腦是一層層地辨識與網域名稱相對應的 IP 位址存放在哪個伺服

器。網域名稱中每一層的命名，都代表了一個特殊的涵義，我們也可以依

據每一層命名的準則，一眼看穿該網站的諸多資訊。下圖是我們以台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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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資訊中心（TWNIC）官方網站的網域名稱為例，一層層剖析網域名稱

背後的意義。 

 

 
 
第一層為「國家代碼」，代表該網站的網域名稱由哪個國家或地區發

放，我們熟知的「.tw」是台灣、「.cn」是中國、「.jp」是日本。想知道世

界各地的國家代碼，可以上 Internet 號碼分配局（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網站，網址：www.iana.org 查詢。 

第二層則是「屬性類別」，從這邊可以知道網站是屬於個人、組織或

公司所有，例如「.com」為公司申請。在下一小節，將針對屬性類別與申

請資格做更詳細的介紹。 

第三層就是使用者所申請的網域名稱，只要是還沒有被註冊的名稱，

任何人都能註冊使用。 

第四層是「主機名稱」，使用者可以架設提供各種服務的主機，從這

個主機名稱能得知該主機提供的服務，最常見的「www」是網頁伺服器，

而「ftp」是檔案伺服器等。 

雖然前述的網域名稱以此分層邏輯作為基準，不過根據網站取名的不

同，不是每個網域名稱的結構都一模一樣，泛用型的網域名稱便少了第二

層的屬性類別，如「台網中心.tw」及「twni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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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w 網域名稱類型 

前面提到，每一個網域名稱都能分成幾個階層，而其中便有一個層級

就是網域名稱的屬性。我們可以依照屬性層級的有無，將網域名稱分為兩

大類：泛用型網域名稱及屬性型網域名稱。如果網域名稱中以「idv.tw」、

「com.tw」等字元結尾，就是屬性型的網域名稱，假如不包含這個屬性層

級的話，便是泛用型網域名稱，例如「中文.tw」或「twnic.tw」。 

目前開放給一般公司行號及民眾申請的類別共有 9 種，各種類別的網

域名稱，分別適用於不同的網站類型，對於申請註冊者的資格也不同。註

冊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份決定要申請的網域名稱類別。 

TWNIC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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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用型中文網域名稱及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等 4 種，各類別網域名

稱之申請條件及所屬受理註冊機構如下表： 

 

表 1 網域名稱註冊服務類型及其申請條件 

類型 類別 申請條件 受理註冊機構 

gov.tw 
依法設立之政府機關；授權行政

院研考會辦理。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edu.tw 
已立案之教育及學術機構；授權

教育部辦理。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

心 

mil.tw 
依法設置之國防軍事機構；授權

國防部辦理。 
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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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屬性型

org.tw 

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

人；外國非營利組織依其本國法

設立登記者，亦同。 

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亞太線上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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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tw 

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

人；外國非營利組織依其本國法

設立登記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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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v.tw 
凡自然人均可申請，惟需利用電

子郵件方式確認身分。 

game.tw 

club.tw 

屬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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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泛用型 ascii.tw 
凡依法登記之國內外公司、商

號、法人或自然人均可申請。 

商業.tw 

組織.tw 

屬性型

網路.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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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泛用型 中文.tw 
凡依法登記之國內外公司、商

號、法人或自然人均可申請。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數據通信分公司 

 
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

司 

 

NeuLevel 

 

WEBCC 

 

IP Mirror 

註：各家提供之類型不同請逕洽各受理註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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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域名稱與商標之關係 

商標可用以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隨著科技與經濟發展，已無

法僅限於視覺可認知者加以判斷，在 2003 年開放聲音商標之註冊後，商

標法更進一步朝向開放式之修正規定1，使可能存在的任何型態之標誌，

在具備商標識別性的要件下，商標可受保護的註冊型態，除例示之「文

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

「氣味」等或其聯合式外，因修正條文中的一個「等」字埋下無限可能性。 

商標之註冊保護旨在維護工商企業之競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惟在電

子商務中，商標所具有辨識所提供商品及服務來源之功能，易與網際網路

中用以指示企業在網路上提供產品及相關資訊的網域名稱相衝突，因為二

者分別用以識別商品或網址的部分，皆可能是消費者用以搜尋相關產品資

訊的重要關鍵字，且在商業活動日新月異，廣告商業效果的強力影響下，

要擁有一個高枕無憂的商標權及完整的經營利器，對商標註冊前的準備工

作及檢索範圍，專家不再建議權利人侷限於屬地原則或先申請先註冊之思

維，商標註冊前，你可能需要一併檢索其他在先公司、商號名稱及網域名

稱登記情形，以確保往後權利行使的通行無礙，反之亦然。 

一、網域名稱與商標之註冊 

網域名稱，顧名思義係代表網路上的通訊地址，用以連結特定網站的

名稱，其作用是取代與其對應但較難記憶的 IP 位址，給人觀感自與用以

區別商品及服務來源之商標基本作用不同，例如「funtown.com.tw」一串

                                                      
1 2009 年商標法修正草案第 16 條：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誌，包括文字、圖形、記

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氣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前項所稱之識

別性，係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定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人之

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 



第一章 網域名稱及其爭議處理 

9 

文字的組合標示，所傳達者只是用以連結特定網站的名稱，自與該營業主

體另以「戲谷」指示其透過電腦網路所提供線上遊戲服務之商標不同，所

以原則上未經設計的網域名稱不具商標識別性2。但網域名稱之標識若與

其產製之商品或所提供之服務相結合，足以使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

服務來源，具商標識別來源之功能者，亦即脫離原表示「網域名稱」之意

涵，亦可能申請註冊為「商標」。 

一般人所熟悉的「頂級網域名稱」（TLD），如「.com」表示公司或商

業組織之第二高階網域，若與具識別性之文字結合；例如「amazon.com」

指定使用於各種書刊、雜誌、文獻之出版服務；網路購物服務等，於聲明

「.com」不專用之後，得准予註冊。惟若與指定商品或服務相關說明文字

或通用名稱結合，例如「game.com」指定使用於玩具、娛樂及旅遊用品之

零售服務，給予消費者印象仍是所提供服務內容有關的說明，即不認為其

具有指示某一特定服務來源之功能，而不具商標識別性，應無法取得註

冊。網域名稱與商標註冊間，在目前商標識別性審查已取得相當共識及熟

稔之操作模式下，實務上對網域名稱申請商標註冊之准駁案件並無爭議。 

二、網域名稱與商標註冊之爭議 

網域名稱與商標代表不同之功能與作用，與公司、商號名稱登記共三

方，各專責機關在各自登記領域內，原則上依其主管法規不同規範目的審

理，並未先作交叉檢索。惟商標權之取得係依法註冊的權利，並賦予商標

權人得排除他人在有致混淆誤認之虞範圍內註冊及使用之基本權限。網域

名稱之取得登記，則僅係基於私法契約性質取得使用受益，況在電子商務

帶動網域名稱出世之前，商標權已建立完善體制存在一個世紀之久，二者

在法律上的權重顯不相當。新興的網域名稱在商業活動或相關交易過程

中，若因商標之著名程度或其特殊性，有使消費者對網域名稱指示位址所

                                                      
2 參 98.1.1 經濟部經授字第 09720031750 號令發布施行之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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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產品或服務之訊息與商標權人產生連結，而有誤認二者係來自同

一經營主體或二者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贊助等其他類

似關係時，從保護商標權實質上避免混淆誤認之觀點，適用商標法之情形

如下： 

（一）以他人網域名稱申請註冊商標者： 

商標註冊與網域名稱登記均係採先申請先登記原則，對於以網域名稱

（指已具備商標識別性之積極註冊要件前提下）申請註冊為商標者，原則

上自應以商標法第 18 條及第 23 條第 1 項第 13 款3規定審理，惟若係以他

人網域名稱或其特取部分作為商標圖樣搶先申請註冊者，則需就有無基於

不公平競爭目的而有下列情形規範之。 

1. 網域名稱所有人若能證明其先使用之網域名稱，例如「funtown. com.tw」

之標示有相當商標之使用事實，則他人以「funtown.com」申請註冊，

與其網域名稱之標示或特取部分相同或近似，申請人若與網域名稱所有

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4，知悉該「商標」存在者，

則得依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4 款規定，對其註冊之「funtown.com」

商標，自得透過商標異議或評定程序，撤銷該商標之註冊。惟此條款之

                                                      
3 商標法第 18 條：「二人以上於同日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各

別申請註冊，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而不能辨別時間先後者，由各申請人協議

之；不能達成協議時，以抽籤方式定之。」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3 款：「相同或近

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者。」不得註冊。 
4 本款之規定主要係在避免剽竊他人創用之商標或標章而搶先註冊，故只要能證明有知悉

他人商標或標章存在，進而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者，

即應認有該款之適用，而符合該款之立法意旨。至於其知悉原因為何實際上並未特別重

要，此即為該款有其他關係之概括規定之緣由（經濟部經訴字第 09106110350 號訴願決

定意旨參照）。而所謂「其他關係」應從寬加以解釋，即衡諸一般經驗法則，縱非直接

知悉先使用商標之存在，亦係間接知悉先使用商標之存在，而惡意加以抄襲，自不應受

商標法之保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度年訴字第 456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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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原則上僅適用於註冊商標指定使用於他人網域名稱所從事相關營

業範圍內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 

2. 網域名稱所有人若進一步證明該網域名稱之標示已達相關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之著名程度者，例如「amazon.com」，則依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對於此條款之適用，因已擴及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

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適用上即依具體案件之相關事證認定，不以註

冊商標指定使用於他人網域名稱所從事相關營業範圍內之同一或類似

商品／服務為限。 

（二）以他人註冊商標登記為網域名稱者： 

商標經註冊後，依商標法第 61 條及第 81 條規定，即取得排除他人以

相同或近似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之權利，而網域名稱之標示，一般予消費者之認知，既非用以表示

商品或服務來源，個案中首先會落入是否符合商業上的誠實標示習慣加以

判斷，亦即其標示是否有指示商品／服務來源而產生混淆誤認之情事，或

為商標法第 30 條規定，應屬合理使用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之範

圍，故有無構成侵害他人商標權之情事，即應視實際網域名稱有無使用於

商品或服務而產生混淆誤認之情形以為斷。但網域名稱之標示，縱非構成

商標使用，尚不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二者在經濟活動中都有指

示提供相關產品資訊來源之功能，當其使用的文字相同或近似時，更容易

混淆而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情事，二者如何在不同之登記規範下取得平衡，

並降低其衝突，立於保護商標權之考量，自有思考建置法律機制之必要。 

2003 年商標法於第 62 條明定視為侵害商標權之情形，除於第 1 款前

段明定禁止以他人著名商標使用於非類似商品／服務有致減損著名商標

之識別性或信譽之外，對於以著名註冊商標搶先登記為公司名稱、商號名

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者，亦明文禁止。註冊商

標若未臻著名，依同法條第 2 款，仍有禁止他人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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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

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規定，以遏止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以

他人商標不當搶先登記為網域名稱之情形。但二者產生之糾紛皆涉及主觀

上「明知」之認定，及客觀上名稱近似、商品／服務類似與否及有無混淆

誤認或減損識別性或信譽等判斷，素有爭議。另網域名稱的使用或標示，

有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亦得依公

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規範之，實際案例或有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處分

者，但相對於商標法僅賦予民事救濟，對該相同權益之保障，依商標法或

公平交易法執行保護卻有相當差距，故此種非關商標使用之網域名稱或公

司名稱之登記或標示，其有構成不公平競爭情事之行為，法律規範究應如

何評價，在修正商標法而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協商之時，此為智慧財

產局（以下稱智慧局）所列之重要討論課題。 

三、商標修法方向 

2009 年商標法修正草案重點之一，即是有關商標侵權行為之具體修

正，如何在法律架構下呈現及評價各種侵權行為之商標使用情形。其中有

關著名商標之保護，更與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有重疊競合之處，但不

公平競爭行為究應如何規範，非商標法所能窮盡，多項非為使用「商標」

而有違公平競爭之侵權行為，多數國家或有以民法或以不正競爭法尋求民

事救濟，我國公平交易法涵蓋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等行為規範，法律評

價不同，卻以相同手段處理，反而造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無法發揮作用

之主因。目前商標法現行條文第 62 條有關網域名稱之視為侵權規定，仍

多有修正，主要考量： 

(一) 現行條文第 62 條第 1 款不適用於「可能」有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

性或信譽的情況，使著名商標權人須待有實際損害發生時，始能主

張，而無法在損害實際發生前有效預防，且著名商標權人要舉證證明

有實際損害發生，特別是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有實際減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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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困難，為避免對著名商標保護不周，參考 2006 年 10 月美國商標

淡化修正法案之內容，於本條各款增加「之虞」的文字。 

(二) 現行條文第 62 條第 2 款規定只要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逕以該

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

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誌，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即視為

侵害商標權，對註冊商標之保護範圍顯然過廣，使得實務上有商標權

人濫行寄發存證信函之情形，且法院曾以商標註冊需經公告，該公告

的公示效果已足以使第三人知悉該註冊商標之存在，而認定第三人符

合「明知」的主觀要件，更加深商標權人濫用該款規定的情形，為避

免過度保護註冊商標，並造成權利濫用之問題，爰予以刪除。 

 
以上修正對於他人以著名商標登記於網域名稱之衝突，預期較符合實

益，惟業者對於未臻著名之註冊商標，於刪除第 62 條第 2 款規定之適用

後，固仍得透過 TWNIC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尋求救濟，惟對其商標註

冊權益之保障是否不周，仍有疑義。但為維繫商標法與其他法律體系之正

常運作，避免失衡，若任意擴張商標註冊權益及於各種領域，亦非法制所

樂見。 

四、避免網域名稱與商標產生衝突 

為積極建議權利人避免網域名稱與商標者間產生衝突，世界智慧財產

權組織（WIPO）設有商標查詢單一網站5（Trademark Database Portal），

可提供各會員國進行檢索相關文字在各國家註冊商標之情形，以減少網域

名稱登記與商標權間之衝突。智慧局亦著手進行規劃相關英文網站介面提

供相關商標註冊資料查詢，並密切注意國際間電子商務相關議題之發展及

協議，如管轄權爭議、著名商標保護範圍、網路上商標使用之界定等。另

                                                      
5 http://www.wipo.int/amc/en/trademark/outp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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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國內有關公司名稱及網域名稱登記與商標權間之衝突，在 2008 年

智慧局委託學術團體蒐集並彙整近 5 年半期間各級法院、公平會、財團法

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及智慧局本局曾經認定為著名商標之案

例，編造完成「著名商標名錄及案例評析」，將研究成果在網路上提供參

考，並請商業司等公司、商號縣市政府登記機關在網頁上提醒民眾查詢，

2009 年並接續規劃著名商標案例更新機制，除透過法令宣導以加強民眾

法制觀念外，並鼓勵民眾善加利用以避免爭議。 

第三節 搶得先機？網域名稱註冊之取得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在受理網域名稱註冊時，採取的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d（先申請，先發給）」的原則。只要該網域名稱還沒有被註冊，而申

請人符合申請資格，就可以取得網域名稱的使用權。這樣的原則雖然公平

公開，但是仍然會發生網域名稱爭議案件。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網域名稱也成為一種具有價值的投資標的，

此時總會出現利益衝突的個案，例如將他人商標、事業名稱、姓名註冊

為網域名稱，再意圖轉售，就可能造成公司與註冊人之間的糾紛。假如

以訴訟方式解決爭議，曠日費時又因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一財團法人，

因此註冊人透過受理註冊機構，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成立的關係應為

私法上的契約關係，所以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於

是制定了「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暨實施要點」，建立起一套更快速有效

的解決機制。 

為了在網域名稱爭議上扮演中立的角色，這套爭議處理機制目前委由

經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認可的兩個機構來執行，分別是「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簡稱資策會科法中心」（www.stlc.iii.org.tw/twnic）

與「台北律師公會」（www.tba.org.tw），如果有任何網域名稱的爭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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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這兩個機構的網站上查詢相關事項，向其中一家提出申請。須注意的

是，同一爭議不可同時對兩家機構提出申訴。 

目前，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僅授權管理國碼為「.tw」的網域名稱，因

此其爭議處理辦法也僅適用於「.tw」的網域名稱爭議。而且該處理辦法

只處理註冊人與第三人間的爭議，對於註冊人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或網域

名稱受理註冊機構之間的爭議，並不在該處理辦法的範圍內。 

國際網域名稱市場發展趨勢 

近年來網際網路迅速地發展並且深切地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圖像，為提

供多重的選擇，並促進網域名稱服務市場之公平競爭，網際網路網域名稱

與位址管理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6於 2008 年的巴黎會議中宣布開放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的申請，

由於現行的通用頂級網域名稱只有 21 個，隨著「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

（New gTLD）的開放，將使整個網域名稱註冊的市場版圖發生改變，未

來的網際網路世界勢將面臨更多元化的創新、選擇與改變。 

隨著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的開放，不僅在技術上衍生出對於網路穩定

性、安全性、全球網路互通性的討論；對於商標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國

家地域名稱、保留字等牽涉到未來網路相關管理運作之議題，也深受所有

相關團體之矚目。可預測的是未來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開放將使網域名稱

市場更加地蓬勃，也由於市場競爭的關係，在價格、附加服務、及應用將

提供使用者更多的選擇，有助於未來網際網路應用的多元化發展，預料也

將在人類的各個生活面向造成更大的影響。 

                                                      
6 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組織，負責 IP 位址的分配、通用頂級網域名稱（Generic 
Top-Level Domain, gTLD）以及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系統的管理、以及根伺服器（root server）系統的管理。網址：

http://www.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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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未來網域名稱的選擇將更具多樣性，因此，對於個人、商業團體、

各國政府、及網路社群的經營及運作勢將造成影響與變化，以下將就新通

用頂級網域名稱的開放後對「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cTLD）及商標保護

二個面向的影響做深入的說明： 

一、對國碼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管理的影響 

由目前 ICANN 公布的申請相關訊息看來，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允許

國家及地域名稱相關字串之申請，雖然被認定為國家及地域名稱則需要提

供政府或公部門的「支持或是不反對」（support or non-objection）的證明

文件，來保護地域名稱不受到濫用。但是，本議題在最近幾次的 ICANN

會議中，引起許多相關社群熱烈的討論，包括政府諮詢委員會

（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 GAC）中大部份國家的官方代表及國

碼頂級網域名稱支援組織（ccNSO）中的頂級國碼網域名稱管理單位代

表，強烈反對在通用頂級網域名稱（gTLD）的範圍中允許國家及地名稱

字串的申請，認為 ICANN 在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中開放可以採取任何語

言的地域或國家名稱為字串，將會造成通用頂級網域名稱及國碼頂級網域

名稱的混淆與爭議並且損害國家的主權，在現行的機制中，國碼頂級網域

名稱是由各國政府權責機關同意或支持的頂級國碼網域名稱管理單位

（ccTLD Manager）來負責規劃相關的運作及經營政策，通用頂級網域名

稱的註冊管理單位（Registry）則遵循 ICANN 社群共同決議出來的政策及

制度來運作管理該頂級網域名稱。 

因此，GAC 及 ccNSO 認為如果要開放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中的國家

及地域名稱相關字串，最少也要等到各項相關配套政策完備後才能開放。

此外，ICANN 目前所公布的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的保留字串中僅將

ICANN 及其下相關組織、管理技術名稱、通用字義的 test、example 列入

保留字表，因而引起許多的爭議與討論，認為並未善盡對涉及國家、領土、

地方名稱及文化禁忌用語等相關名稱的保護，容易在未來開放後引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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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糾紛。在第二層「屬性類別」中，亦有相關團體要求未來開放的所有的

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應先將和地域、國家、政府等相關字保留起來，並開

放給各國公單位免費註冊。然而也有人認為在不侵害智慧財產及國家公權

力的情況下應給予最大的空間，認為此舉將有助於網域名稱市場之良性競

爭及發展，目前有許多城市已組成城市網域名稱聯盟，推動城市網域名稱

之盡早開放申請，包括羅馬、柏林、巴黎、東京、紐約等都加入推動城市

網域名稱的行列，希望 ICANN 應盡快開放申請。 

由於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的開放將涉及到許多的商業利益及考量，因

此，如何在保護國家公權力及商標智財權與開放市場多元化中取得平衡，

將會是 ICANN 開放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所要面臨的重要議題。 

二、對商標保護管理的影響 

ICANN 宣布開放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之後，商標保護管理的議題成

為重要的焦點，許多商業團體及營利單位對於 ICANN 開放新通用頂級網

域名稱的主要疑慮在於未來多元的網域名稱的情形下如何管理網路上的

品牌並保護商標。此外，對於商標保護的成本亦被廣為討論。目前有相關

商業公司及社群提出應在每一次開放新的頂級網域名稱時，規劃讓各國的

商標擁有者可先將各個頂級網域名稱中與其商標相關的字串註冊下來，以

減少惡意的商標侵害並維護其商標之權益（Single Registration for a number 

of TLDs）。 

為了減少未來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開放後可能衍生出的爭議及侵權

問題，ICANN 成立商標保護議題評估小組（Implementation Recommendation 

Team, IRT）針對未來在申請過程中對於可能的商標侵權行為提出解決的

建議方案。目前在大部份相關社群提出的問題主要在於建立一套完整的機

制及資料庫讓全球各地的商標擁有者在面對眾多的網域名稱時，如何不受

到侵害。對於 ICANN 來說，商標保護的議題必須在正式開放前解決，如

何保障世界各國商標擁有者的權利並減輕其網域名稱管理的成本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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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及如何採行相關的國內法、國際法、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來進行申

請案的法律審查，亦是 ICANN 面對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開放所必須考

慮及解決的重要議題。 

第四節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管道 

網域名稱爭議發生時，檢舉人通常認為自己之權益受損，因此遍尋法

律方法尋求救濟，而所謂「救濟」，不外乎制止某特定網域名稱之使用。

於網域名稱爭議機制未臻發達之年代，常見之救濟管道為向公平交易委員

會檢舉、司法訴訟、仲裁等，然這些傳統爭議處理方式係建構於既有之法

律規範下，因此，未必能符合網域名稱爭議此種新興爭議型態處理之需

求，尤其在效率（速度）及經濟上，傳統爭端解決方式確實浮現出無法符

合網域名稱爭議需求之一面。 

1995 年起，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Federal Trademark Dilution Act of 

1995, FTDA）開始以專法形式介入，及至 ICANN 於 1999 年 10 月 24 日

認可「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解決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UDRP），網域名稱爭議解決機制始漸趨成熟。 

我國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依據 UDRP 之原則，於 2001 年 3 月

8 日制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及「財團

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並遴選認可二

家爭議處理機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及「社團

法人台北律師公會」，使國家代碼為「.tw」之所有網域名稱爭議，均得利

用此套不同於傳統之爭議處理機制。 

本節將就不同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方式加以介紹，並就其特性及差異進

行簡單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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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 

早期如發生網域名稱爭議，例如搶註或混淆行為，因尚無專法可資依

據，故多案均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等規定，向公平交易委員

會提出檢舉以解決爭議，較著名者即為家樂福（Carrefour）7案。 

網域名稱爭議雖得依公平交易法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尋求救濟，惟公平

交易法之適用必須考慮雙方是否處於競爭狀態或是考量市場界定之問

題，要件相對嚴格，甚且，公平交易法是以「事業」為規範之對象，而依

公平交易法第 2 條規定，所謂「事業」係指「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

人或團體」，故以搶註行為為例，如非「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

團體」，於搶註網域名稱後並未使用，是否有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恐有爭議。 

雖然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不需要繳納諸如訴訟費用等，且其處

理所需之時間相較於訴訟似乎較短，然鑒於不服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決定

者，仍可能提出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因此其實際上所需之時間仍

難估算，未必無法符合網域名稱爭議須迅速解決之需求。此外，公平交易

委員會之處分至多僅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禁止行為人繼續使用特

定網域名稱並處以罰鍰，罰鍰不繳可連續處罰直至繳納為止，然卻無法將

網域名稱直接移轉予檢舉人，因此檢舉人如認為係自己之商標或名稱因受

侵害搶註而意圖索回，實際上光憑檢舉恐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民國 89 年 7 月 3 日處理「playstation.com.tw」遭

搶註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案，已表示：「本案有關網域名稱登記使用問

題，基本上為雙方皆有合法理由使用同一名稱之案件爭議，建請兩家公司

透過 TWNIC 制定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協商或循司法解決。」已呈現

出主管機關面對此類爭議之部分傾向與態度。 

                                                      
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處 03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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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法院提起訴訟 

早期網域名稱爭議，如雙方當事人無法自行洽談而得到解決時，最後

通常循訴訟途徑訴諸法院，常見者如主張行為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並依同法第 30 條、第 31 條或第 34 請求法院判決行為人辦

理註銷網域名稱登記、損害賠償或登報聲明，亦或依據（廣義）民法規定，

為此主張。此外，亦常見網域名稱註冊人提起確認之訴，請求法院確認他

人不得請求移轉或取消其註冊之網域名稱。而民國 92 年商標法新增第 62

條後，亦有見商標權人據此起訴主張他人註冊之網域名稱侵害其商標權，

而請求損害賠償。 

依訴訟程序解決網域名稱爭議，雖可經由法官依法進行公平之審判，

使爭議被完整地解決，並產生實質之確定力，惟仍有缺點，例如：依各級

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一審訴訟至多可進行一年，如當事人不服法

院判決而提起上訴救濟，整個訴訟程序直至最終審甚至可能需耗費三至四年

之久，顯無法迅速解決網域名稱紛爭，況如爭議為涉及財產權之訴訟，當事

人每審均應按訴訟標的金額之一定百分比預納裁判費用（每審至少為百

分之一或以上），於計算、繳付程序費用，均不如爭議解決機制來得便利、

快速。 

三、仲裁 

仲裁制度是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而設立之私法糾紛自主解決制

度，其相較於訴訟制度，較重視當事人自主意思，可由當事人彈性選擇仲

裁地點、適用程序及具專業知識、受當事人信賴之專家作為仲裁人。依仲

裁法第 21 條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應於 6 個月內做成判斷

書，必要時得延長 3 個月，且仲裁原則上僅為一次判斷，爭端即告解決，

非有仲裁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事由，不得提起救濟，故仲裁較諸訴訟程

序，更能迅速解決爭議。此外，仲裁法第 23 條規定，仲裁程序進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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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故相較於訴訟程序以公開審理為原則，亦較能保有事業之商業秘密及

商譽。至於費用方面，仲裁費用係依標的金額以累退比例計費，因仲裁係

一審終結，故標的金額愈高，仲裁費用相較於訴訟費用而言就愈少，對於

標的金額較低之案件（例如新台幣 1 百萬元），其仲裁費用約 36,600 元，

乍看之下雖不至太高，然卻必須面對 3 人仲裁庭或 1 人仲裁庭得否順利組

成之問題，實際運作未必快速便利。 

另基於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乃憲法第 16 條賦予人民之基本權，因

此，欲以仲裁方式解決糾紛，尚需雙方當事人間有書面之仲裁協議，始

得為之。 

四、向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鑒於網域名稱有其特殊性，既為網際網路使用所不可或缺，又有相當

程度辨識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特質，尤其網路世界無論傳遞及變化，均以極

快之速度進行，相對於傳統爭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常顯得速度過慢而緩

不濟急。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依據 UDRP 之原則，於 2001 年 3 月

8 日制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及「財團

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並遴選認可「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及「台北律師公會」作為爭議處理

機構，以建立專業、迅速處理網域名稱爭議之救濟管道。 

依照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專家小組應於受理

申訴後 14 工作日內做成決定並通知爭議處理機構，此相較於訴訟程序動

輒進行數年以觀，實甚迅速。至於費用方面，依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訂

定之收費標準，目前由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如果爭議網域名稱在 5

個以下，收取新台幣 4 萬元，在 6 個以上，則收取新台幣 5 萬元；由 3 名

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如果爭議網域名稱在 5 個以下，收取新台幣 8 萬元，

在 6 個以上，則收取新台幣 10 萬元，故其所需花費應屬合理，相較於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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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而言，亦甚低廉。本機制實融和仲裁等程序特性，進一步加以調整，

而屬一種訴訟外解決紛爭機制。 

毫無疑問，為符合網路迅速廉宜之特性，在收費上、在紛爭解決速度

上，向「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或「台北律師公會」提

出申訴，應是較為快速、經濟之選擇；但正因為其具有此特性，本機制實

不擅長、亦不適合進行過多調查及繁瑣之認定程序，因此台灣網路資訊中

心所公布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並非網域名稱爭議最終或唯一之救濟

方式，依爭議處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本辦法規定不妨礙當事人向法院提

出有關該網域名稱之訴訟，因此，對於不服專家小組依爭議處理辦法所做

成決定之當事人，仍有訴諸法院尋求救濟之機會。 

第五節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流程 

申訴人要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必須同時具備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至 3 款的要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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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3.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同時依照以下流程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請，茲就此程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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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域名稱爭議之申訴人需先填寫申訴書，中訴書格式可至爭議處理機

構（資策會科法中心或台北律師公會）網頁下載。填寫完畢後，依實

施要點第 3 條及爭議處理機構所訂附則之規定提出。 

申訴人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書

10 日內 
倘申訴書內容不符規定 

3 日內 

20 工作日內

爭議處理機構

通知補正 

視為撤回申訴

（得重新提出）

倘申訴人 5 日內

未補正 倘申訴人 5 日內補正 
申訴人向爭議處理機構繳交費用 

倘申訴人未繳費用 

爭議處理機構寄送申訴書予註冊人
（處理程序開始日） 

註冊人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答辯書

倘註冊人選擇 3
名專家組成小組

倘申訴人及註冊人均未

選擇 3 名專家組成小組

3 日內 3 日內 

爭議處理機構寄送答辯書予申訴人

5 日內 

申訴人提出 3 名專家供
爭議處理機構選定 1 名 

註冊人向爭議處
理機構繳交費用 

爭議處理機構選定
1 名專家組成小組

倘註冊人未繳費用

爭議處理機構自申訴人及註冊人
提出專家名單中各選定 1 人，並
自行選定第 3 名專家以組成小組

專家小組作成決定並通知爭議處理

爭議處理機構通知雙方當事人及 TWNIC 機構

5 日內 

14 工作日內

14 工作日內

3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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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人提出之申訴書不符合規定者，應於爭議處理機構通知後 5 日內

未補正，否則依實施要點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撤回申訴。但申訴

人仍得重新提出申訴。 

 申訴人提出申訴書後，依實施要點第 19 條第 6 項之規定，應於 10 日

內支付費用，否則為撤回申訴。 

 爭議處理機構於收到費用 3 日內，依實施要點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寄

送申訴書予註冊人；申訴書送達註冊人之日即為處理程序開始日。 

 註冊人應於處理程序開始日後 20 工作日內，依實施要點第 5 條及爭議

處理機構所訂附則之規定提出答辯書。 

 爭議處理機構於收到答辯書後，依實施要點第 5 條第 5 項規定，應於 3

日內寄送予申訴人。 

 依實施要點第 6 條規定，倘註冊人於答辯書中選擇 3 名專家組成專家

小組，而申訴人僅於申訴書中選擇 1 名專家時，申訴人應於爭議處理

機構將答辯書送達申訴人後 5 日內，由爭議處理機構所提供之專家名

單中，提出 3 名專家。爭議處理機構於通常情形應於 5 日內由雙方所

提專家名單中各選定 1 名。 

 依實施要點第 6 條規定，倘雙方當事人均未選擇由 3 名專家組成專家

小組時，爭議處理機構自收到答辯書之日起 5 日內或答辯書提出期限

屆滿日起 5 日內，由專家名單中選定 1 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 

 依實施要點第 5 條第 3 項規定，註冊人選擇由 3 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

時，應依處理辦法第 8 條及實施要點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於 10 日內

向爭議處理機構繳交所需費用之一半，未繳交者，由 1 名專家組成專

家小組進行爭議之處理。 

 專家小組依實施要點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應於指定之日起 14 工作日

內，將決定結果通知爭議處理機構。 

 爭議處理機構依實施要點第 16 條規定，應於收到專家小組之決定後 3

日內，將決定全文通知雙方當事人及註冊管理機構、並公布於網站。 



第一章 網域名稱及其爭議處理 

25 

第六節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一、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 

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是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於 1979

年成立的財團法人，設立迄今已逾 30 年，以策進我國資訊科技之創新與

應用，協助發展知識經濟為宗旨。 

有鑒於資通訊領域市場情報的收集與新興科技法律的制定與推動是

促進產業發展的動力，1989 年，資策會在資訊市場情報中心之下正式編

制「資訊法律研究小組」，協助資訊產業掌握全球脈動，追求卓越的國際

競爭力。至 1996 年，在經濟部科技專案支持下，研究團隊轉型成為獨立

編制的「科技法律中心」（Science &Technology Law Center）至今。 

科技法律中心的研究範圍簇集於科技與產業發展、科技研發體系、技

術移轉、智慧財產權、資訊安全、電子商務與新興科技等核心議題，並擴

及至國際經貿、政府採購、競爭秩序等領域。自成立以來，即肩負我國科

技政策重要智庫的重任，除接受政府委託研擬諸多科技政策與法案，並推

動相關立法與修法工作外，亦從事人才培訓與企業輔導等多元發展，協助

政府打造優質的科技發展環境。 

自 2001 年起，科技法律中心接受「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委

託，擔任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協助受理網域名稱爭議申訴案件，並曾

編纂有《台灣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例彙編》、《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easy 聊》

等專業出版品。 

二、台北律師公會簡介 

台北律師公會於 1947 年 8 月 15 日正式成立，近 20 年來，在林前理

事長敏生律師的銳意改革，歷任理事長的悉心推動下，積極投入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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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改革運動，對於憲政、司法、人權、智慧財產權、環保、消費者保

護、婦女問題等社會公共事務均可見到台北律師公會及其會員之熱心參

與，使台北律師公會在台灣社會的劇烈遞變中扮演者正面催化的角色。除

此之外，台北律師公會亦積極與各國律師互為往訪，並參與國際性律師及

人權組織，以拓展國際視野。 

台北律師公會會務之推動，在理事會下設秘書處，處理一般會務，並

設 43 個專門委員會，各就其專業範圍展開各項活動。各專門委員會依其

功能大致可分為兩類：任務型的專門委員會：如律師倫理風紀、法律教育

推廣、國際事務、會刊編輯、網域名稱爭議等專門委員會，就會務專門事

項協助理事會辦理；研究型的專門委員會：即以各法律學術及實務為分類

之委員會，如民事法、刑事法、憲法及行政法、裁判職務研究、律師法及

律師業務、青少年及兒童問題、生命科技、運動及娛樂法等。就各專門領

域進行法律學術及實務研究，並承理事會之託辦理進修課程或研討會、座

談會，以及提供研究意見。 

台北律師公會於 2001 年受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認

可為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該年台北律師公會於理事會下成立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委員會，專責處理網域名稱爭議相關案件。除此之外，委員會亦

舉辦網域名稱爭議相關課程，提供台北律師公會會員進修，讓會員更加了

解網域名稱爭議等相關實務與運作，亦與網域名稱相關業務機構共同辦理

研討會，以推廣相關學術及實務的交流，如與網路中文合辦三屆網域名稱

研討會，提供企業於海外擴展市場時，遇到網域名稱遭他人搶註濫用時，

企業該如何爭取自身權益以及做好事前預防之實務經驗等。 

台北律師公會諸多會員專精處理智慧財產權、電子商務、IT 等相關爭

議案件，並積極參與政府部門立法及修法工作，頗多亦兼具仲裁人身分，

對於紛爭解決素富經驗，深受爭議雙方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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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網域名稱爭議案例解析 

第一節 爭議案件受理概況 

依據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及台北律師公會公告受理案件統計，2001

年至 2008 年間，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授權之二家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共計作成 110 件（115 筆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決定（包含資策會科技法律

中心 94 件，台北律師公會 16 件）。其中，專家小組決定結果為「程序終

止」（包含和解終止）者，共計 14 筆網域名稱（即約 12.17%）；「駁回」

者，共計 19 筆網域名稱（即約 16.52%）；「取消註冊人網域名稱」者，共

計 11 筆網域名稱（即約 9.57%）；「移轉註冊人網域名稱予申訴人」者，

共計 71 筆網域名稱（即 61.74%）。見下頁圖 1。 

另就二家爭議處理機構依受理年份之案件數量進行統計，2001 年為

14 件、2002 年為 11 件、2003 年為 8 件、2004 年為 6 件、2005 年為 5 件、

2006 年為 22 件、2007 年為 19 件、2008 年為 25 件。見下頁圖 2。 

第二節 爭議案件類型 

歷年各專家小組受理之網域名稱爭議案件，可以多種不同標準區分案

件型態。以下乃嘗試以「註冊人取得網域名稱之來源事由」、「註冊人註冊

系爭網域名稱之主觀目的」、「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等標識是否相同或

近似」等不同區分標準，分列歷年之爭議案件型態如下（STLC0000-000

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受理之爭議處理案號；（00）網

爭字第 000 號為台北律師公會受理之爭議處理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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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圖 1 2001 年至 2008 年.tw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結果分布統計（單位：網域名稱筆數） 

 

 

圖 2 2001 年至 2008 年.tw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案件統計（單位：受理案件數） 

2001 年至 2008 年共計 11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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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註冊人取得網域名稱之來源事由」區分 

爭議案件所處理之爭議標的，即註冊之網域名稱，依爭議來源即「註

冊人取得網域名稱之來源」，可分為： 

(一) 自始取得：即註冊人係自己申請註冊網域名稱情形。例如：

STLC2001-001 案。本書大多數受理之爭議案件乃屬此類型。 

(二) 繼受取得：即註冊人非自己申請註冊網域名稱，而係自他人受讓取得

網域名稱之情形。例如：STLC2001-005 案、STLC2005-002 案。 

二、以「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主觀目的」區分 

依「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主觀目的」，可分為： 

(一) 註冊人係「善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情形； 

(二) 註冊人係「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情形。 

 
其中，關於上述第（二）點「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情形」，

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尚提出可能之案件型態如下： 

1. 註冊人註冊或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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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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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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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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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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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等標識是否相同或近似情形」區分 

依「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等標識是否相同或近似情形」，可分為： 

(一) 完全相同：常見之搶先註冊高知名度的他人事業名稱或商標，即屬此

類型。 

(二) 近似：常見利用網路使用者拼字錯誤或對讀音、諧音之誤會，而輸入

不正確之網路名稱，使網路連結至非網路使用者原來預想連結之網

站，而達到行銷獲利目的之搶註1，即屬此類型。 

四、其他 

除上述區分標準外，尚可另依「系爭註冊網域名稱是否與註冊人具有

合理之關聯性」、「註冊人與申訴人之所營事業項目是否屬於相同領域」等

不同標準區分案件類型。 

第三節 申訴人之申訴類型 

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 9 條規定，

「申訴人得請求之救濟，以取消註冊人之網域名稱或移轉該網域名稱予申

訴人為限」。依此，申訴人之申訴類型包含如下兩類： 

一、請求移轉註冊人之系爭網域名稱 

即請求將註冊人之系爭網域名稱移轉予申訴人。 

二、請求取消註冊人之系爭網域名稱 

即僅請求取消註冊人之系爭網域名稱，使系爭網域名稱得復由他人申

請註冊。 

                                                      
1 林欣蓉，《法令月刊》，民國 9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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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專家決定要件 

註冊人於註冊使用網域名稱後，所享有的地位為何，一直是有所爭議

的問題。有鑒於註冊管理機構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一財團法人，因此註冊

人透過受理註冊機構，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成立的關係，應為私法上的契

約關係，也就是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與註冊人之間的網域名稱使用契約關係2。 

依註冊人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網域名稱使用契約之約定，註冊人於

註冊網域名稱時，應依註冊辦法規定，填寫註冊資料；如與第三人發生爭

議時，同意依「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之規定移轉或取消已註冊之網

域名稱3。據此，專家小組之決定要件，乃以「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

及「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為依歸。 

一、程序事項 

基於「先程序、後實體」之一般處理原則，專家小組審理爭議案件時，

首視有無不符合程序規定，或依規定應終止審理爭議案件程序之情形。如

符合程序終止規定時，專家小組無需審理申訴人與註冊人就爭議案件之實

質爭論主張，即可逕行作出決定。 

專家小組應審酌之程序事項，依「爭議處理實施要點」第 17 條至第

19 條規定，包含下述要件： 

(一) 專家小組作出決定前，申訴人是否已撤回申訴、或兩造當事人是否達

成和解： 

「爭議處理實施要點」第 17 條規定：「申訴人在專家小組作出決定

前，得撤回申訴。但註冊人提出答辯書後，應得其同意。」同條第 2 項規

                                                      
2 http://www.tba.org.tw/index/advertise_03.asp。 
3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第五章。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32 

定：「雙方當事人於專家小組作出決定前達成和解者，於通知爭議處理機

構時，爭議處理程序終止之。」因此，申訴人如於專家小組作成決定前撤

回申訴，兩造當事人如於專家小組作成決定前達成和解，則爭議處理程序

即終結。 

(二) 專家小組認有不必要或不可能繼續進行處理程序之情形： 

「爭議處理實施要點」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專家小組於決定前，

認為有不必要或不可能繼續進行處理程序之情事者，得終止處理程序。

但當事人於專家小組所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並經專家小組同意者，不

在此限。」因此，專家小組認有不必要或不可能繼續進行處理程序之情

形，原則上得終止處理程序。 

以資策會科法中心 STLC2001-010 案件為例，該專家小組即曾於決定

中清楚表明：「專家小組認為本案客觀事實變更，本案註冊人已非系爭網

域名稱事實上之註冊人；處理程序終止將使系爭網域名稱恢復開放狀態，

進而使申訴人得於最短時間內取得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權；爭議處理程序

繼續進行將產生謬誤結果。專家小組認定本案該當『實施要點』第 17 條

第 3 項無需繼續進行處理程序規定，應予終止處理程序。」。 

(三) 爭議之訴訟由法院受理時： 

「爭議處理實施要點」第 18 條規定：「爭議處理程序開始前或處理程

序中，該爭議之訴訟由法院受理時，專家小組得自行裁量暫停、終止或繼

續申訴程序。」因此，爭議之訴訟由法院受理，專家小組得暫停、終止或

繼續申訴程序。 

(四) 視為申訴人撤回申訴情形： 

「爭議處理實施要點」第 19 條規定：「申訴人應於爭議處理機構所訂

附則內之期限，向爭議處理機構繳交費用。申訴人選擇由一位專家組成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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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組，而註冊人依本實施要點第 5 條第 2 項第 4 款之規定選擇由三名專

家組成專家小組時，註冊人應向爭議處理機構繳交所需費用之一半。除前

項情形外，由申訴人負擔全額爭議處理費用。爭議處理機構於專家小組組

成後，得依附則之規定，向申訴人追加或返還部分費用。申訴人未繳交第

一項費用者，爭議處理機構不進行爭議處理程序。申訴人未於爭議處理機

構收到申訴書後 10 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繳交費用者，視為撤回申訴，

申訴程序終止。如專家小組認有必要進行言詞審理或其他程序時，於取得

當事人之同意後，收取所生之費用。」因此，申訴人未於期限內向爭議處

理機構繳交費用，亦構成爭議處理程序終止之事由。 

二、實體事項 

(一) 專家小組決定之基礎事實、證據範圍： 

「網域名稱爭議，其法律性質屬私權爭議，故『處理辦法』所規定之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原則上係採辯論主義，亦即專家小組僅以當事人

提出之事實證據，做為決定之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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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家小組做成

決定之證據資料，以當事人所提供之申訴書或答辯書及其補充說明或文件

為原則，並輔以由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提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之相關

資訊」4，為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首宗案件，即 STLC2001-001 案（即

「M&M’s」案）專家小組決定書所明文揭示之原則，經研究後發現，歷

年專家小組之決定亦採取相同見解。據此可知，專家小組之決定基礎事

實、證據範圍包含下列事項： 

 

 

                                                      
4 STLC2001-001 M&M’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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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事人提出之事實、證據： 

「爭議處理實施要點」第 15 條規定：「專家小組應依當事人所提出之

陳述與文件，依照處理辦法、本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決定之。」

足資參照。 

2. 專家小組依其職權進行調查之事實、證據： 

由歷年之專家小組決定觀之，確實有專家小組依其職權進行事實、證

據之調查。例如：STLC2001-004 案（即 Cesar 案），該專家小組即依職權

對於「Cesar」字樣之商標進行商標檢索；此外，STLC2002-008 案（即河

合鋼琴案）中，專家小組雖認為申訴人對於其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未盡舉

證責任，惟該專家小組依職權使用網路搜索引擎尋找相關訊息後，仍認定

申訴人之商標符合著名商標。 

惟對於專家小組依職權調查之時點、內容，例如：何時行使職權調查

權限、職權調查之方法、職權調查之事項及範圍等，尚未於歷年專家小組

決定書中見有相關案例予以闡析。 

 

案例：STLC2001-004 Cesar 案 

申訴人於申訴書使用大篇幅說明並舉證其「Cesar」商標係一著名商

標，然並未明確指出其係為證明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何項申訴要件或

何款判斷標準。專家小組認為著名商標之認定與註冊人是否攀附申訴人之

商譽，基於營利之目的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有關，蓋申訴人

之商標如非著名商標，註冊人就可能欠缺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與該著名商

標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之動機，消費者合理期待系爭網域名稱應為申訴

人所有之可能性亦將不高。本件申訴人提出商標註冊一覽表及該商標在我

國及亞太地區國家之註冊統計表及註冊證影本、代理商代理銷售之上市海

報影本與產品目錄、銷售新商標「Cesar」愛犬食品統計報表影本、訂貨及

出貨之單據影本及發票影本、寵物食品媒體上商品廣告金額統計表、該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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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Cesar」愛犬食品之電視廣告准播證明影本、廣告經費統計表、中華民

國育犬協會特別展照片影本、市場調查表等以為證據，專家小組參考智慧

財產局公告之「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所列各項認定標準，認為申訴

人已盡舉證之責，而足認定「Cesar」為一著名商標，而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然查著名商標依其實際情形在實質效力上仍可能有強弱之

別，本件申訴人所提出之世界各國商標權證明文件雖為數眾多，但均指定

第三十一類動物飼料、動物食品，似僅能證明「Cesar」在與第三十一類相

關之產品上為著名商標。又以申訴人提出之相關證據顯示，申訴人在市場

所推出之商品及所做之廣告均限於狗食，是則完全不養寵物犬之民眾即可

能對申訴人之「Cesar」商標感到陌生，此與 Microsoft 及 McDonald’s 等

著名商標之實際影響層面容有不同。 

關於此點，申訴人並未充分舉證說明，反而其所舉證之市場調查報告

卻顯示出真正有使用盒裝濕類狗食習慣之家庭比例並不高，在這些有使用

該產品之家庭中「Cesar」尚非第一品牌，且與第一品牌有明顯之差距，何

況還有為數極多完全不可能接觸申訴人商品之家庭。又，專家小組依職權

進行商標檢索，發現關於「Cesar」之商標，除申訴人外，尚有郭有道先生

於 1999 年間取得第二十五類正商標（審定號 893511）及霍奇士先靈艾格

列佛公司於 1999 年間取得第五類正商標（審定號 893858），可見即使如

申訴人所主張「Cesar」為其所擁有之著名商標，只要沒有商標法第 37 條

第 7 款所稱「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之情形，他人仍可能就相同或近

似於著名商標之圖樣申請註冊於其他類別之商品。商標註冊尚且如此，對

於不分商品或服務類別之「.com」網域名稱之註冊，申訴人如何證明

cesar.com.tw 必然歸屬於他，而一般消費者合理認為 cesar.com.tw 應歸屬

於申訴人，進而認為註冊人註冊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有攀附申訴人商譽

之意圖及惡意？況註冊人網頁所示內容與申訴人商標權範圍相去甚遠，所

訴求之造訪者亦與申訴人之客戶欠缺實質關連性5。 

 

                                                      
5 STLC2001-004 Cesar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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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申訴人之商標或事業名稱是否著名，雖然非屬申訴成立之要件，然而

知名度之高低，對於是否造成混淆之判斷，則有所影響。通常具有愈高知

名度之商標或事業名稱，則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愈容易產生

混淆。申訴人主張其商標在台灣具有相當高之品牌知名度及市場占有率，

而註冊人使用與申訴人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網域名稱上，相較於不具知名

度之商標，更容易使人產生混淆，然申訴人並未就其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

提出在我國之銷售狀況、廣告數量等資料，惟經本專家小組以「河合鋼琴」

為關鍵字使用網路搜索引擎尋找相關訊息，出現相當數量之相關網頁資

料，且申訴人享有之「河合鋼琴」品牌之產品，在我國已享有極高知名度，

是以「河合」已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著名表徵，足證河合鋼

琴為相當著名之商標，是以本專家小組雖認為申訴人就此並未盡舉證責

任，但亦可認申訴人之主張有理由6。 

 
3.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提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的相關資訊：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提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的相關資訊，為專家

小組決定之基礎事實之一。依歷年專家小組決定書所示，多用於判斷註冊

人有無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稱之參考資料之一。STLC2001-006 案

（即 Michelin 案）即曾以 TWNIC 所提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的相關資

訊，認定註冊人具有註冊他人商標為網域名稱之慣行，進而認定註冊人符

合惡意註冊。 

此外，STLC2002-009 案（即 TVBS500 案）中，該名專家小組尚曾表

明：「事實於專家小組已顯著者，毋庸舉證」7，似有認為對於專家小組已

屬顯著之事實者，毋庸爭議雙方舉證，同為專家小組作成決定判斷之基礎

事實之一。 

                                                      
6 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7 STLC2002-009 TVBS500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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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1-006 Michelin 案 

經專家小組請科法中心要求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提供註冊人目前註冊網

域名稱情形，發現註冊人所註冊之中英文各種網域名稱數量高達 123 件之

多，其中不乏知名之他人商標品牌名稱，顯見註冊人已經具備註冊他人商

標為網域名稱之慣行模式。而且 WIPO Center 專家小組於許多網域名稱爭

議案之見解，亦肯認搶註他人「著名商標」為網域名稱卻未開站使用係「惡

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M&M’s」案，7.5.(22)）。是以，註冊人註冊系爭

網域名稱構成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商標及事業名稱為目的」之情事8。 

（二）專家小組決定之原則： 

網域名稱爭議性質上屬私權爭議，故有認為「爭議處理辦法」之網域

名稱爭議處理程序採行辯論主義，例如，STLC2001-002 案（即 Boss 案）

認為，兩造對於事實證據「依辯論主義之精神，若申訴人僅對申訴要件存

在之事實加以主張，並以文字說明取代證據之提出，此時若註冊人並不對

申訴人提出之申訴要件存在加以爭執，則專家小組應認定有申訴人所提出

申訴要件存在之事實」9。惟觀諸專家小組決定，亦有專家小組依其職權

進行事實、證據之調查者，如前述之 STLC2001-004 案（即 Cesar 案）及

STLC2002-008 案（即河合鋼琴案）中，專家小組即依職權進行商標檢索

或使用網路搜索引擎尋找相關訊息，以認定案件事實。因此，網域名稱爭

議處理程序之進行，是否採行辯論主義，似不無疑問。 

至於爭議處理程序中當事人間之舉證責任分配，「處理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已明訂，申訴人就所規定之申訴要件存在之事實，負擔主張責任與

舉證責任10。 

                                                      
8 STLC2001-006 Michelin 案。 
9 STLC2001-002 Boss 案。 
10 STLC2001-001 M&M’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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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小組決定之要件： 

依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申訴人得以註冊人之網域名稱註

冊具有下列情事為由，依本辦法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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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3.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其中，依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認定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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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Ⅱ一） 

2. 註冊人使用該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5Ⅱ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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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Ⅱ三） 

 
另外，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認定第一項第三款惡意註冊

或使用網域名稱，得參酌下列各款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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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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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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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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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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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四） 

 
上揭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所列之三款情事，究應同時成立，抑或

僅有一款情事存在，申訴人即有權提出申訴？有關此，「處理辦法」中並

未明確規定。我國首宗爭議處理案件 STLC2001-001 案（即 M&M’s 案）

就第 5 條規定所列三款情事，均予檢討後，始作成決定。STLC2001-002

案（即 Boss 案）則援引「The Richards Group, Inc. v. Click Here!, Inc.一案

則引述 UDRP 4(a)之規定："Paragraph 4(a) of the Policy directs that the 

Complainant must prove each of the following: (i) that the domain name 

registered by the respondent is identical or confusingly similar to a trademark 

or service mark in which the complainant has right; and, (ii) that the 

respondent has no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respect of the domain name; and, (iii) 

that the domain name has been registered and used in bad faith." (The 
Richards Group, Inc. v. Click Here!, Inc., WIPO Case No. D2000-0171)認定

UDRP 4(a)規定需三項條件同時成就，申訴人才有權提出申訴。11」見解，

亦認定需同時具備第 5 條規定之三款事由，始可為移轉或取消網域名稱決

定。事實上，由歷年之專家小組決定書可見，TWNIC 授權之二家爭議處

理機構專家小組亦均採相同見解。 

（四）專家小組決定要件之適用標準： 

經分析、研究爭議處理機構歷年來之案例後，謹就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所列三款事由之適用情形及適用標準整理如下： 

                                                      
11 STLC2001-00 Bos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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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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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Ⅰ一）： 

（1）其他標識之意義為何？是否包含他人已註冊之網域名稱？ 

一般認為，所謂「其他標識」，是指如同商標、標章、姓名等一般，

可以表彰商品或服務的來源，使大眾得藉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者。關

於申訴者以註冊人所註冊之系爭網域名稱與其另已註冊之網域名稱相同

或近似而產生混淆者為由，提出申訴，是否符合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之情事，爭議處理機制受理之首宗案件 STLC2004-006 案

（即 Easybank 案），專家小組決定採取肯定見解。該專家小組認為，依現

行「處理辦法」中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凡是能夠如商標、標章、

姓名或事業名稱一般，供大眾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即得利用本「處

理辦法」，處理他人網域名稱與其間之爭端，而位於特定網址之網站，已

成為電子時代用以表彰產品或服務來源的一種新的標識方法，符合「處理

辦法」中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 

 

案例：STLC2004-006 Easybank 案 

申訴人據以申訴者為網域名稱，應包含於「處理辦法」所規定之「申

訴人之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中。按本「處理辦法」

係 TWNIC 參酌 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之 UDRP（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所擬訂完成，而 UDRP 僅適用於他人「商標」遭惡意搶註為網域名稱之爭

議處理，因此得利用 UDRP 進行網域名稱爭議處理之範圍狹窄，如知名影

星之人名所產生網域名稱之爭議，即無法利用 UDRP 進行爭端處理。有鑒

於此，TWNIC 在研擬本「處理辦法」時，便擴張其可以適用之範圍，而形

成現行「處理辦法」中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准此以言，凡是能夠

如商標、標章、姓名或事業名稱一般，供大眾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

亦得利用本「處理辦法」，處理他人網域名稱與其間之爭端。近年來，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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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的發展日漸興盛，越來越多的個人或是公司，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與他

人的商業交易，縱未直接於線上進行商業行為，也積極投入網站的建置，

利用網際網路的特性，達到訊息快速交換之效果。因此位於特定網址之

網站，已成為電子時代用以表彰產品或服務來源的一種新的標識方法12。 

 
（2）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者？ 

對於註冊人之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所註冊之「商標及公司名稱」產

生混淆之判斷，歷年專家小組決定多採取「『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

分』，異時異地加以隔離觀察」之原則進行判斷，經判斷對於網路使用者

有產生混淆式之近似（confusingly similar）者，即符合本要件13。上述判斷標

準，對於註冊人之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所註冊之「網域名稱」產生混淆之

判斷，亦有類推適用14。因此於網域名稱之判斷標準上，與歷年主要爭議類

型如商標、公司特取名稱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者之判斷標準並無二致。 

 

案例：STLC2004-001 Hertzcar 案 

比較系爭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Hertzcar」與申訴人所註冊之商標及

公司名稱「Hertz」、「Hertz Systems, Inc」，依據通體觀察原則、主要部分

比較原則，並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於外觀、讀音、觀念等均屬高度近似，

不同者僅在於系爭網域名稱附加通用名稱「car」。至於是否構成「處理辦

法」第 5 條第 1 項所謂「近似而產生混淆」，有鑒於註冊人之網站所提供的

服務，與申訴人所註冊之商標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均屬「車輛租用及出租

服務」範疇，因此應可認為構成混淆性近似（confusingly similar）15。 
 

                                                      
12 STLC2004-006 Easybank 案。 
13 STLC2001-003 Decathlon 案。 
14 STLC2004-006 Easybank 案，（97）年網爭字第 007 號 Google 案。 
15 STLC2004-001 Hertzcar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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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4-002 Wintel 案 

查本案中申訴人之特取部分為「Intel」，而註冊人之網域名稱則為

「Wintel」，並非全然相符，申訴人雖主張在讀音上相近似，然而註冊人之

網域名稱為「Wintel」，其首字發音「W」，與申訴人所舉案例僅因任意加字

「ww」（如 wwhotmail.com 等）而導致不發音之情形並不同，在讀音上確

有差異；然而在外觀比較上，依據通體觀察原則、主要部分比較原則，並

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二者僅於首字之「W」產生不同，在誤打之情形下

確有造成混淆之虞；再查申訴人主張「Wintel」乙詞係指使用申訴人生產

之微處理器及第三人微軟公司（以下簡稱「微軟」）作業軟體之電腦，即

「Windows＋Intel」，自 1996 年起，各媒體即已「Wintel」表徵申訴人與

微軟公司軟硬體之組合，則註冊人之網域名稱更易造成混淆；雖然註冊人

所提供之服務為財經新聞與交友，與申訴人所營事業無關，然而其網域名

稱既與申訴人近似，易造成混淆，故仍應認為符合混淆性近似（confusingly 

similar）16。 

 

案例：STLC2004-006 Easybank 案 

判斷兩網域名稱是否相同或近似，得類推適用判斷商標是否相同或近

似之方法，即通體觀察、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等。觀察本案系爭之網域名稱

與申訴人之網域名稱，本案專家小組以為，兩者構成第二層之部分，均為

「easybank」；而最後代表屬性之部分，一為「net.tw」，另一則為「com.tw」，

對一般消費者與網路使用者而言，實難明確對其主體性應具有之不同加以

分辨而易生混淆，極易誤認系爭網址之網站為申訴人所設網站。是故系爭

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網域名稱近似而產生混淆，業符合「處理辦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16 STLC2004-002 Wintel 案。 



第二章 網域名稱爭議案例解析 

43 

除上述判斷標準外，亦有專家小組援引「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混淆

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即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

普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係來自同一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之間

有所關聯時為決定理由。 

 

案例：（97）年網爭字第 010 號 Karlstorz 案 

系爭網域名稱「karlstorz.com.tw」之主要部分「karlstorz」與申訴人

之商標「KARL STORZ」及公司名稱特取部分「KARL STORZ」相較，確

如申訴人主張，除大小寫不同外，組成字母、排列順序、讀音均完全相同；

雖然兩者使用字母有大小之別，但自網域名稱之角度觀之，應無礙兩者相

同或近似之判斷。況依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所定，其近似與否之判斷，係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

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係來自同一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之

間有所關聯時即屬之。 

 
此外，即使註冊人之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等標識，容有英文

字母之增刪17、大小寫或標點符號之差異18，並不因此當然即不構成本

要件。 

 

案例：STLC2001-001 M&M’s 案 

本案系爭網域名稱，乃一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其第二層網域名稱

「m-ms」依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份之原則，異時異地加以隔離觀察，雖

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M&M’s」不完全相同，但卻與該商標「M&M’s」之 

                                                      
17 STLC2004-001 Hertzcar 案，STLC2004-002 Wintel 案。 
18 STLC2001-001 M&M’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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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字部分，讀音與外觀皆極為近似，其間雖有「-」、「&」與「’」等標

點符號之差異，但對一般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網路使用者而言，如施以普

通之注意仍有造成混淆之虞。依「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之字元規定，

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之可使用字元（Byte），以 52 個大小寫英文字母、0-9
數字、以及連接符號「-」，共 63 個字符為限。網路使用者如欲使用其商標

「M&M’s」進入申訴人之網站，必須捨棄「&」及「’」之標點符號，因而

連結到系爭網域名稱網站，將使消費者誤認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為申訴

人所架設或該網站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為申訴人所產製或提供。綜上所

述，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將造成引誘或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

網站之客觀事實19。 

 

案例：（97）年網爭字第 010 號 Karlstorz 案 

  系爭網域名稱「karlstorz.com.tw」之主要部分「karlstorz」與申訴人

之商標「KARL STORZ」及公司名稱特取部分「KARL STORZ」相較，確

如申訴人主張，除大小寫不同外，組成字母、排列順序、讀音均完全相同； 

雖然兩者使用字母有大小之別，但自網域名稱之角度觀之，應無礙兩者相

同或近似之判斷。況依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所定，其近似與否之判斷，係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

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係來自同一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之

間有所關聯時即屬之。而查申訴人確已在美國註冊取得 karlstorz.com 之網

域名稱，其以「KARL STORZ」大寫字母作為商標，與以 karlstorz.com 小

寫字母作為網域名稱，明顯不因字母大小寫而影響權利人之同一。尤見註

冊人僅將申訴人「KARL STORZ」商標字母改成小寫「karlstorz」註冊網

域名稱，應認與申訴人之商標及公司名稱特取部分相同而產生混淆，而該

當「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要件20。 

                                                                                                                                
19 STLC2001-001 M&M’s 案。 
20 （97）年網爭字第 010 號 Karlstorz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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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專家小組認為，在網域名稱特取部分相同之情形，即便網域名

稱屬性不同，例如有「com.tw」、「net.tw」、「idv.tw」、「game.tw」、「ebiz.tw」、

「club.tw」等區別，然對一般消費者與網路使用者而言，實難明確對其

主體性應具有之不同加以分辨而易生混淆，因此亦構成本要件。 

 

案例：STLC2004-006 Easybank 案 

判斷註冊人之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之網域名稱相同或近似，應就網

域名稱之整體加以考量。按網域名稱可依註冊人本身的需要註冊泛用型或

屬性型。即便是註冊屬性型之網域名稱時，亦得再依其資格與需要，選擇

適合之屬性型網域名稱。例如一般公司行號常選擇之「com.tw」；或是財團

或社團法人方可申請之「org.tw」等等。因此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據以申

訴之網域名稱是否相同或近似，非僅比較第二層，「easybank」，而已，尤

需將其他階層一併考量。換言之，應判斷者，為「easybank.net.tw」與

「easybank.com.tw」是否相同或近似。我國先前已發生之網域名稱爭端之

類型，僅為單一網域名稱與商標權之間的爭端；因此先前專家決定之意見，

只需針對商標權中之特取字樣與系爭網域名稱第二層中之字樣加以比較，

即為已足。然而本案是我國首件網域名稱與網域名稱間之爭端。網域名稱

與商標不同，申訴人所據以爭執之網域名稱係由國家碼（.tw）、屬性碼

（.com），以及其自取之外文字樣（Easybank）共同組成，故判斷系爭網

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之網域名稱相同或近似而生混淆時，自應就網域名稱

之全體加以判斷。 

目前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提供多種類之屬性型網域名稱供各界申請使

用。其中包括大眾熟知的「com.tw」、「net.tw」、「idv.tw」、「org.tw」，以及

進來新增的「game.tw」、「ebiz.tw」等等。由於網域名稱屬性之不同，其

申請之資格條件，亦隨之不同，換言之，不同屬性之網站，通常表示該網

域名稱所有者不同之身分。然而對於一般消費者，以及慣於瀏覽網頁之民

眾而言，這是否已經成為網際網路使用之一般常識？又或者民眾是否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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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知悉不同屬性網域名稱，其背後所代表的不同的身份與資格？或許民

眾發現一網址為「gov.tw」之網站，即知該網站所有人為政府機關；發現

一網域名稱為「com.tw」之網站，即知該網站為公司或商號之網站，進而

從網域名稱之屬性，即可判斷其所表彰之特定來源，一為政府機關，一為

公司行號，兩者必不相同。然而對於例如「org.tw」、「net.tw」，以及進來

新增之「game.tw」、「ebiz.tw」、「club.tw」等多種屬性網域名稱的類別，

一般消費者未必知悉背後所代表之不同身份、資格與條件。有些公司行號

為了增加於網路上之曝光率，更是將可能之各種屬性的網域名稱予以註

冊，例如我國某些電信業者，既註冊「net.tw」之網域名稱，亦註冊「com.tw」

之網域名稱。此類事例，更容易使一般消費者忽略不同屬性之差別。 

判斷兩網域名稱是否相同或近似，得類推適用判斷商標是否相同或近

似之方法，即通體觀察、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等。觀察本案系爭之網域名稱

與申訴人之網域名稱，本案專家小組以為，兩者構成第二層之部分，均為

「easybank」；而最後代表屬性之部分，一為「net.tw」，另一則為「com.tw」，

對一般消費者與網路使用者而言，實難明確對其主體性應具有之不同加以

分辨而易生混淆，極易誤認系爭網址之網站為申訴人所設網站。是故系爭

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網域名稱近似而產生混淆，業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21。 

 

案例：（97）年網爭字第 007 號 Google 案 

網域名稱與商標不同，判斷系爭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之網域名稱相

同或近似而生混淆時，應就國家碼、屬性碼及自取外文字樣整體加以判斷。

目前 TWNIC 提供多種類之屬性型網域名稱供各界申請使用，包括

「com.tw」、「net.tw」、「idv.tw」、「org.tw」以及近來新增「game.tw」、

「ebiz.tw」等，一般消費者未必知悉背後所代表之不同身份、資格與條件。 

                                                      
21 STLC2004-006 案 Easybank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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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司行號為增加網路之曝光率，更將可能之各種屬性網域名稱均予以

註冊，如某些電信業者既註冊「net.tw」之網域名稱，亦註冊「com.tw」

之網域名稱，此類事例，更易使一般消費者忽略不同屬性之差別（參資策

會科法中心專家小組決定書，案號：STLC2004-006 7.3、STLC2006-008）。 

判斷網域名稱是否相同或近似，得類推適用判斷商標是否相同或近似

之方法，即採用通體觀察、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等原則。據本專家小組觀察

結果，系爭網域名稱為「google.net.tw」與申訴人於國內註冊之網域名稱

「google.com.tw」整體觀察無論外觀、讀音或觀念均構成近似，對一般消

費者與網路使用者而言，實難明確分辨其主體性之不同，而容易誤認系爭

網域名稱所連結之網站即為申訴人之網站，是以足認有致混淆之虞。 

 
至於，常見註冊人主張與申訴人之營業項目或商標權指定之商品類別

不同等理由，歷年專家小組決定指出，當事人營業項目或商標權指定之商

品類別是否相同或類似，雖然是商標註冊與侵害判斷上之要件，然而並非

依本「處理辦法」處理網域名稱爭議時所應考慮者，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

人之商標是否近似，與彼此營業項目無涉，如對網路使用者有產生混淆誤

認之虞，便符合此項要件。 

 

案例：STLC2001-001 M&M’s 案 

「處理辦法」保護之標的，包括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

標識，本案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公司名稱雖不相同，但如與申訴人之

商標有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之情形，亦為「處理辦法」適用之對象，

而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是否近似，更與彼此營業項目無涉，如對

網路使用者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便符合此項要件22。 

 

                                                      
22 STLC2001-001 M&M’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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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2-003 PS2 案 

按依「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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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指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事業名稱等標識相同或近似，並因而產生混

淆。本要件之成立，雖然涉及相同或近似之判斷，然而並不能僅以網域名

稱與商標或事業名稱為機械式之比對為已足，尚必須就是否有產生混淆加

以判斷。至於當事人營業項目或商標權指定之商品類別是否相同或類似，

雖然是商標註冊與侵害判斷上之要件，然而並非依本「處理辦法」處理網

域名稱爭議時所應考慮者23。 

 
此外，申訴人之商標或事業名稱是否著名，雖然非屬申訴成立之要

件，然而知名度之高低，對於是否造成混淆之判斷，則有所影響。通常具

有愈高知名度之商標或事業名稱，則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愈

容易產生混淆24。 
 

案例：STLC2001-006 Michelin 案 

申訴人之商標或事業名稱是否著名，雖然非屬申訴成立之要件，然而

知名度之高低，對於是否造成混淆之判斷，則有所影響。通常具有愈高知

名度之商標或事業名稱，則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愈容易產生

混淆。申訴人主張其商標經常出現於國際賽車場合、報章雜誌、廣告，在

台灣亦具有相當高之品牌知名度及市場佔有率，有相關資料為憑，可堪認

定。是以註冊人使用與申訴人相同之商標於網域名稱上，相較於不具知名

度之商標，更容易使人產生混淆25。 
 

                                                      
23 STLC2002-003 PS2 案。 
24 STLC2001-006 Michelin 案。 
25 STLC2001-006 Michelin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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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申訴人之商標或事業名稱是否著名，雖然非屬申訴成立之要件，然而

知名度之高低，對於是否造成混淆之判斷，則有所影響。通常具有愈高知

名度之商標或事業名稱，則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愈容易產生

混淆。申訴人主張其商標在台灣具有相當高之品牌知名度及市場占有率，

而註冊人使用與申訴人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網域名稱上，相較於不具知名

度之商標，更容易使人產生混淆，然申訴人並未就其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

提出在我國之銷售狀況、廣告數量等資料，惟經本專家小組以「河合鋼琴」

為關鍵字使用網路搜索引擎尋找相關訊息，出現相當數量之相關網頁資

料，且申訴人享有之「河合鋼琴」品牌之產品，在我國已享有極高知名度，

是以「河合」已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著名表徵，足證河合鋼

琴為相當著名之商標，是以本專家小組雖認為申訴人就此並未盡舉證責

任，但亦可認申訴人之主張有理由26。 

 
2.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5Ⅰ二）： 

「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雖對於「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

當利益」定有明文，惟該條所定之各款規定僅屬例示而非列舉，因此，判

斷「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時，尚非不得斟酌註冊人所

主張其他有權利或正當利益之事實，包括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是否係經申訴

人同意、或註冊人事業名稱或商標與系爭網域名稱有無關聯性等，均得作

為參考之依據27。 

有關對網域名稱擁有正當利益之解釋，應由網際網路之特性觀察之。

簡言之，網際網路係提供人類活動延伸之新領域，尤以網際網路結合電信

之事實，得以遂行電子下單及電子付費等電子商業活動，使現實世界之交

                                                      
26 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27 （97）年度網爭字第 12 號 Cambridge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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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藉由網際網路而獲得延伸及深化，同時使現實世界中因品牌「辨識」所

呈現之價值，於網路世界亦呈現相同之重要性。而網域名稱係網路商業活

動中品牌「辨識」之價值基礎，故商標權人基於其商標專用權於網際網路

創造延伸及深化，應屬其在網路科技時代所新衍生之新權益。從而，「處

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所謂註冊人對網域名稱擁有正當利益，尚應包括不

以侵害他人商標權及其他合法權益之情形在內28。 

又申訴人依「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就所規定之申訴要件存在之

事實，固負擔主張責任與舉證責任，惟申訴人對於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

權利或正當利益，以及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之情事，如已為初

步舉證而使專家小組認為有相當可能性存在，則應轉由註冊人提出必要證

據，以證明自己對網域名稱有權利或正當利益，亦或無惡意註冊或使用之

情形。 

以下僅就「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要件，整理專

家小組決定之標準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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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Ⅱ一） 

「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謂之「『第三人』……通知有關

該網域名稱之爭議」，是否排除「申訴人」通知註冊人有關系爭網域名稱

爭議之情形？STLC2001-002 案（即 Boss 案）之專家小組，曾表示應包含

申訴人通知註冊人之情形在內，以維衡平。因此，如申訴人於提起申訴前

即曾函告註冊人有關系爭網域名稱之爭議，則註冊人應提出必要之證據證

明自已於該通知前，已善意使用或已準備使用該網域名稱，始符本要件

規定。 

 

                                                      
28 （97）年網爭字第 010 號 Karlstorz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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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1-002 Boss 案 

至於「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謂之「第三人……通知有關

該網域名稱之爭議」，是否排除「申訴人」通知註冊人有關系爭網域名稱爭

議之情形？專家小組認爭議通知時點之認定，不應排除申訴人或申訴人之

代理人於接觸爭議處理機構前通知註冊人出面解決爭議之情形，否則註冊

人在接獲申訴人或申訴人之代理人通知有關爭議之情事後，便得以著手準

備或直接架設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待申訴人至爭議處理機構申訴，

爭議處理機構通知註冊人有關該網域名稱之爭議時，註冊人即可舉證證明

已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情形，如此對申訴人顯失公平。

UDRP 4(c)(i)之規定，即以「註冊人接獲任何關於爭議的通知」（any notice 
to you of the dispute），作為判斷的時點。因此，專家小組認為應以註冊人

第一次接獲有關爭議通知的時間，亦即 2001 年 7 月 6 日（申訴人委託照

華國際專利商標法律聯合事務所函告註冊人有關系爭網域名稱爭議之

日），作為判斷註冊人是否已以善意使用或可證明已準備使用該網域名稱或

與其相當名稱之時點。 

 
另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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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判斷，STLC2005-005 案（即 Conqueror

案）表示：「依『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註冊人在收到

有關該網域名稱爭議之通知前已善意使用該網域名稱銷售商品或提供服

務者，得認定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進一步參考

UDRP 之同款規定『use……in connection with a bona fide offering of goods 

or services』可知，本款所要求者乃註冊人必須在得知網域名稱之爭議前，

已「真正地」（genuinely）利用該網域名稱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關於本

項要件，常見註冊人主張「目前係依附在他人網域中，待自己網頁完成時，

再轉移至自己註冊的系爭網域名稱、或註冊人所架設之網站首頁上有一超

鏈結可連結至註冊人另一開設之網頁」等語，惟由歷年專家小組決定書觀

之，並無經專家小組認定符合本要件之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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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1-001 M&M’s 案 

註冊人雖主張目前係依附在他人網域中，待自己網頁完成時，再轉移

至自己註冊的系爭網域名稱，但未舉證證明所主張之上述事實為真實，故

專家小組無法認定註冊人是否在收到第三人或爭議處理機構通知有關系爭

網域名稱之爭議前，已以善意使用或可證明已準備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或與

其相當之名稱，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因此不合於「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29。 

 

案例：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註冊人所架設網域名稱為「河合鋼琴.tw」之網站首頁上雖有一超鏈結

可連結至註冊人另一開設之「中古鋼琴總代理」網頁，惟註冊人係以「河

合鋼琴」為註冊人「中古鋼琴總代理」網頁之標題，且該「中古鋼琴總代

理」網頁中不僅對註冊人公司簡介、產品銷售內容等資料付之闕如，甚至

仍附掛於該系爭網域名稱「河合鋼琴.tw」之網站中，註冊人此舉將使網路

瀏覽者對於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是以註冊人註冊該系爭網域是利用

該網址當作河合鋼琴商品之銷售管道，足使消費者對提供商品之來源產生

混淆，難認已善意使用該網域名稱銷售商品、提供服務或獲取正當合法商

業利益，本專家小組尚難認註冊人合乎本款要件而對系爭網域名稱有正當

權利30。 

 
此外，如以註冊人之網頁內容進行觀察，註冊人在本身網站上之相關

內容並無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所註冊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處，該案

專家小組認為註冊人對此網域名稱之「善意使用」應可成立。 

                                                      
29 STLC2001-001 M&M’s 案。 
30 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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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1-002 Boss 案 

註冊人於 2000 年 7 月開始「博仕網」網站之規劃與網頁（含程式）

之建構工程，並於同年 9 月起，於註冊人所經營之各相關網站之網頁公開

刊登對外訊息。縱使如申訴書中所述：「註冊人遲至 2001 年 7 月間始將該

網站架設完畢、處於網際網路使用者得使用之狀態」，專家小組認定註冊

人在 2001 年 7 月 6 日之前已進行該網站之規劃與架設準備，已使用或已

準備使用該網域名稱。至於註冊人是否係「善意」使用或準備使用系爭網

域名稱，申訴人主張「註冊人覬覦申訴人商標之知名度、剽竊申訴人商標

為其網域名稱、進而獲得網際網路交易機會及不當商業利益之行為，實難

謂為『善意』。」註冊人則回應以「註冊人從未以申訴人雨果公司之名義，

或其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商標或文字對外公開從事商業行為，在本

身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所註冊營業項目相同

或相近之處，故註冊人對此網域名稱之『善意使用』應可成立」。專家小

組已於事實認定部分判斷「博仕網」網站為輔導一般公司開辦網路商店，

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其營業項目與申訴人所

經營之眼鏡﹑衣服﹑靴鞋等時尚商品無涉。註冊人所述「從未以申訴人雨

果公司之名義，或其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商標或文字對外公開從事

商業行為，在本身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所註冊

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處」，應可成立。申訴人主張「註冊人覬覦申訴人

商標之知名度、剽竊申訴人商標為其網域名稱、進而獲得網際網路交易機

會及不當商業利益之行為」，並無任何證據支持該主張之成立31。 

 

 

 

                                                      
31 STLC2001-002 Bos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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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1-003 Decathlon 案 

專家小組依雙方所提證據認定如下，註冊人所有之「迪卡龍網路商務

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網路服務等網路服務，

其並於 1999 年 9 月 16 日註冊取得第 114997 號「迪卡龍」服務標章，指

定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線服務，及提供國際網際網路傳輸服務。因此

以英文「Decathlon」做為服務標章「迪卡龍」之音譯，尚屬合理。 

又註冊人在其網頁中均可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

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網路服務等網路服務，且證諸註冊人所提供之

證據資料顯示，其營業項目之內容與實際之經營方式，與申訴人主力經營

之運動用品器材之製造、銷售等無涉，更無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損申訴

人註冊商標以獲取商業利益之情事。因此可初步認定註冊人係善意使用該

網域名稱，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32。 

 
又一般而言，註冊人目前所使用之網域名稱，如符合已向相關政府機

關登記使用而受法律（規）之保障，或該網域名稱與註冊人之公司名稱、所

營事業內容，在語意、字義或商業習慣上，有明顯之關聯者33，多數專家小

組亦認為註冊人對此網域名稱有「善意使用」之情形。 

 

案例：STLC2003-008 Burtsbee 案 

  按所謂有使用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應指註冊人目前使用之網域

名稱，已向相關政府機關登記使用而受法律（規）之保障，或該網域名稱與

註冊人之公司名稱、所營事業內容，在語意、字義或商業習慣上，有明顯之

關聯而言。（參閱資策會科法中心專家小組決定書，案號：本案註冊人之 

                                                      
32 STLC2001-003 Decathlon 案。 
33 STLC2003-008 Burtsbee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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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C2002-007，7.4.(3)）中文事業名稱為「宏億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英

文名稱為「Bioleader Technology Corp.」，無論其中文名稱或英文名稱均

未見其與系爭網域名稱有何關聯性，且系爭網站上之團隊沿革簡介，表明

該網站名稱為「美國聯合店鋪」，英文名稱為「United Shops of American」，

亦與系爭網域名稱無何關連，難謂其有使用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2）註冊人使用該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者。（5Ⅱ二） 

由於「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要求的是「已為一般大眾所

『熟知』」的較高標準，因此，如註冊人僅提出於一般搜尋引擎上查詢所

得之資料，雖可稱已有一定「可得知悉」的地位，然多數專家小組決定認

為，據此尚不足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無法符合本項要件。 
 

案例：STLC2001-003 Decathlon 案 

註冊人主張，「自 1997 年 10 月架設網站至今，在 Yahoo 奇摩、Seednet、
Hinet、新浪網、Lycos 等入口網站均可見其網頁，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

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網路服務等網路服務，並長期透過國內知名媒體－經

濟日報大力促銷推廣，並連續兩年參加台北國際電子商務應用展，客戶群

遍及各行業，系爭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專家小組依註冊人所提

供之證據顯示，在台灣各主要入口網站數入關鍵字或相關文字（如電子商

務資訊或網路商務中心等），都可查詢或連結到『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

但依註冊人所提供刊載在媒體上的廣告影本，由於無法分辨刊載日期、以

及刊載於何種報紙，再加上所附開立發票之收據影本等資料，難以確定註

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已達「一般大眾可得知悉」之程度，然由於「處

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要求的是「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的較高

標準，因此專家小組尚無法認定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符合「處理辦法」

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規定34。 

                                                      
34 STLC2001-003 Decathlon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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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1-005 SKII 案 

就「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而言，註冊人於舉證上並無提供

專家小組充分證據證明其使用該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註冊人

使用該網域名稱所呈現於網路上的「聖功全腦潛能開發機構」首頁上，有

「參觀人數」的瀏覽記次器設計，但並無法有效顯示到站瀏覽次數，以玆

佐證是否該網頁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雖然進入國內各大搜尋引擎網站（如

蕃薯藤、雅虎奇摩、Hinet 及 Google）後會發現，當鍵入「聖功」兩字時，

即可於搜尋結果的第一頁呈現「聖功全腦潛能開發機構」的鏈結，但此僅

看出「聖功全腦潛能開發機構」在一般搜尋引擎的登錄上，已有一定「可

得知悉」的地位，依我國「boss.com.tw」案（案號 STLC2001-002）之先

例，據此尚不足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經查，目前僅有 STLC2004-002 案（即 Wintel 案），以除了註冊人提

出向 Google 網站搜尋可獲得「贏代爾財經網」之連結及資料外，尚復以

專家小組另自行向各大搜尋網站進行查詢獲得相關資料為判斷，該案專家

小組以其中 Yahoo 奇摩網站搜尋達到 7,056 筆資料，且只要係財經相關網

站或連結，更均會列入「贏代爾財經網」，認定「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案例：STLC2004-002 Wintel 案 

再就註冊人網站之營運以觀，除註冊人主張之向 Google 網站搜尋可獲

得「贏代爾財經網」之連結及資料外，專家小組亦自行向各大搜尋網站進

行查詢，除均可獲得相關資料外，其中 Yahoo 奇摩網站更搜尋達到 7,056
筆資料，而且只要係財經相關網站或連結，更均會列入「贏代爾財經網」，

由此足可知，註冊人顯然亦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謂「註

冊人使用該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之情形，申訴人僅以少數期

間網路塞機等情形即認為註冊人網站未營運而認非一般大眾所熟知之說

法，與客觀事實不符，殊難採認35。 

                                                      
35 STLC2004-002 Wintel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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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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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Ⅱ三） 

註冊人是否具有正當權利，為合法、正當之使用，於 STLC2001-005

案（即 SKII 案），首見對於註冊人繼受取得系爭網域名稱之移轉程序進行

審查。該案之註冊人即因其與前手於網域名稱移轉時之聲明文件，未符合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會議記錄解釋，經該案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未合法、

正當取得系爭網域名稱權利。 

 

案例：STLC2001-005 SKII 案 

查註冊人與其前手（系爭網域名稱原始註冊人）於網域名稱移轉時，

雖檢附一方營利事業登記證與一方取消設立之證明文件，但其「網域名稱

移轉證明」的聲明書中，僅有註冊人（被移轉人）之公司大、小章，並無

原始註冊人聖功補習班（移轉人）之簽章。據此，依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

會議記錄解釋，尚難認定辦理系爭網域名稱移轉之程序有效。換言之，尚

難因此認定註冊人合法就系爭網域名稱取得權利或正當利益（「處理辦法」

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然此一問題，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亦似宜於未來網域

名稱移轉案件上，加強其審查程序及標準36。 

 
至於，註冊人於繼受取得系爭網域名稱之情形，能否主張物權法上善

意受讓之適用，STLC2005-002 案之專家小組認為，註冊人與原註冊人間

係以債權行為移轉系爭網域名稱，並無物權法上善意受讓之適用，因此註

冊人應繼受其前手（即原註冊人）對於系爭網域名稱之瑕疵，如原始註冊

人對於系爭網域名稱並無權利或正當利益，則現有註冊人亦會繼受其瑕

疵，而對系爭網域名稱亦無權利且亦無正當利益。 

                                                      
36 STLC2001-005 SKII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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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5-002 T-Systems、Telekom 案 

系爭網域名稱由台灣博控公司註冊後，再與註冊人間以債權行為移轉

系爭網域名稱，註冊人應繼受前手台灣博控公司對系爭網域名稱之瑕疵，

而無法對申請人主張物權法上之善意受讓之適用，縱註冊人有償取得系爭

網域名稱時亦同。故前註冊人台灣博控公司如對於系爭網域名稱無權利或

正當利益，則現有註冊人亦繼受其瑕疵，而對系爭網域名稱亦無權利且亦

無正當利益37。 

 
此外，於申訴人與註冊人間具有授權關係時，註冊人有無正當合法利

益之判斷，STLC2007-001 案（即 Vita-Mix 案）參考 WIPO 之案例意見後，

認為授權經銷商在經銷合約之協議中，若被授權於銷售原廠廠牌之產品時

得使用原廠之註冊商標，則授權經銷商以類似於原廠商標之字樣註冊為網

域名稱，並於網站上載明其與原廠間之授權經銷關係者，其使用該爭議域

名稱，即不得遽認為無正當利益。（97）年度網爭字第 12 號（即 Cambridge

案）更認為一般所稱相關業務之授權範圍，並非當然包括註冊使用系爭網

域名稱，故如末就系爭網域名稱取得授權註冊，仍難認註冊人就系爭網域

名稱有正當利益。 
 

案例：STLC2007-001 Vita-Mix 案 

本專家小組參酌下列案例：（1）WIPO Case No. D2000-0187 案中，

涉及擁有相關商標權之原廠（申訴人）與授權經銷商（註冊人）間，關於

註冊人使用相似於申訴人商標字樣之網域名稱，是否具有正當利益乙節，

認為由於註冊人於其網站上，明確載明其為原廠之授權經銷商之一，且係

有權以申訴人之商標進行產品銷售，因而認定註冊人對該近似於申訴人商

標字樣之網域名稱，具有正當利益；（2）WIPO Case No. D2000-1717 案 

                                                      
37 STLC2005-002 T-Systems、Telekom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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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廠間之授權經銷關係，並說明其於銷售原廠產品時有權使用其商標等

中，授權經銷商使用近似於原廠商標之網域名稱，但已於網站上明確載明其

情。換言之，授權經銷商在經銷合約之協議中，若被授權於銷售原廠廠牌

之產品時得使用原廠之註冊商標，則授權經銷商以類似於原廠商標之字樣

註冊為網域名稱，並於網站上載明其與原廠間之授權經銷關係者，其使用

該爭議域名稱，即不得遽認為無正當利益。 
本案中，註冊人雖有銷售申訴人廠牌之產品，惟註冊人實係自申訴人

之台灣區代理商取得銷售權，註冊人與申訴人間，並無直接之經銷關係，

而僅為間接之銷售關係；其次，註冊人固然提出其與申訴人台灣區代理商

匯格公司間之合約，作為其有權銷售 Vita-Mix 品牌產品之依據，惟該份合

約中並未規範註冊人是否有權使用申訴人商標；再者，註冊人所註冊之系

爭網域名稱，實與申訴人之公司名稱或註冊商標字樣，可謂完全相同，而

與前揭 WIPO 案例中，爭議之網域名稱僅為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字樣者不

同；且經本專家小組親自瀏覽註冊人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後，發現網站上

並未有任何解釋註冊人與 Vita-Mix 公司間經銷關係之說明。因此，若以前

述 WIPO 案例中所建立之判斷標準，本案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在缺乏

任何授權及聲明其與原廠間之經銷關係之情形下，不應僅因有間接之銷售

關係，即遽認其對系爭域名具有正當利益。尤其，註冊人於其網頁上，並

未說明其與申訴人品牌產品間之經銷關係，確有可能誤導網路使用者，以

為該網站為 Vita-Mix 在台灣之官方網站，甚或註冊人即為 Vita-Mix，因此，註

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已構成「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所謂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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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推論註冊人對系爭網域名稱具有

權利或正當利益乙節，應由註冊人舉證證明之。本案中，註冊人之公司名

稱並無與系爭網域名稱「Vita-Mix」有何關聯性，而其唯一之連結即為銷售

關係，然如申訴人所述，縱於註冊人合法轉銷或分銷其品牌產品之時，其

亦從未授權註冊人使用其商標或公司名稱，包括註冊於網域名稱上，註冊

人就系爭網域名稱並無權利或正當利益。雖註冊人辯稱其自申訴人之台灣

區代理商處簽約而銷售 Vita-Mix 產品，惟就明知其僅為申訴人台灣區代理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60 

商之下游經銷商、卻以申訴人公司名稱及註冊商標註冊為系爭網域名稱，

且未做任何說明，甚且經本專家小組實際瀏覽其網頁，亦未發現任何澄清

其與申訴人間經銷關係之說明。據此，本專家小組認為，註冊人尚無法證明其

於知悉本件爭議前已『善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及對系爭網域名稱有正當利益。 
 
 

案例：（97）年度網爭字第 12 號 Cambridge 案 

註冊人雖曾主張與申訴人間就英語認證考試相關業務曾有授權關係，

並為申訴人所不爭執（申訴人僅主張自 2008 年 9 月 30 日起終止授權，並

於同年 11 月 3 日登報聲明之），惟一般所稱相關業務之授權範圍，並非當

然包括註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相同見解可參閱 WIPO Center, Nokia 
Corporation v Nokia Ringtones & Logos Hotline,“worldnokia.com,” Case 
No. D2001-1101, “[Ａ ] licensee or a dealer, agent or distributor of 
products of the trademark owner or of compatible products does not per 
se have a right to a domain name which includes that trademark. It 
follows that Respondent in this case would only have a right to the 
domain name if Complainant had specifically granted that right.”）。依據

申訴人與註冊人間為 2005 年 10 月 1 日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重新授權所

簽署之「Centre Re-approval Decision Record and Memorandum of 
Agreement」，雖約定「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以非專用且不得轉讓之授

權權利予考試中心以執行本協議所定之考試中心的義務之目的下，使用英

國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所提供之材料或用具、名稱、標誌及形象」等語，

然就系爭網域名稱之授權註冊，仍乏明文。況查，註冊人補充答辯亦已自

陳：「註冊人是依法聲請註冊，有正當權利使用，註冊人與申訴人從來沒有

約定任何『授權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云云。從而，專家小組認為，本件無

從由雙方曾有之業務關係認定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權利或正當利益，

應予釐清38。 

                                                      
38 （97）年度網爭字第 12 號 Cambridge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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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5Ⅰ三）： 

按「處理辦法」及「實施要點」均未就「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

網域名稱加以定義，惟依「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5 條第 3 項之規

定，可知「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稱，係指以「不正當之目的」

註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因此，申訴人應主張並舉證證明，註冊人於註冊

或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時，具有「不正當之目的」39。 

「不正當之目的」係一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專家小組應參酌雙方當事

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他一切資料，就個案特定事實加以認定，並依「處理

辦法」第 5 條第 3 項之規定，得參酌該項所列之各款情形，然不以該項所

列之各款情形為限40。 

以下謹就「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要件，整理專家小組決

定之標準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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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一） 

本要件乃「按依『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主要係指

註冊人註冊或取得該網域名稱，並非『自行利用』，而是希望透過出售、

出租等方式取得不相當的利益41」而言。因此，本要件之判斷重點即在系

爭網域名稱，是否係自行利用，並且註冊人之目的係透過出售、出租系爭

網域名稱取得不相當的利益。 

 

 

                                                      
39 STLC2001-001 M&M’s 案。 
40 STLC2001-001 M&M’s 案。 
41 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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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3-004 Armani 案 

就「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1 款之規定而言，申訴人主張，註冊人在

該網頁上登載「凡租滿二年網址送你……速洽 0912××××××」等文

字，其文義即在要約一般大眾及網路使用者，承租註冊人所不當申請註冊

之網址，而於二年期滿後，將該網址移轉於承租人，因網址之承租，涉及

商業利益，其價格自超過網域名稱註冊所需之相關費用，註冊人以租售之

方式邀約不特定之網路使用者租用系爭網域名稱，其主要目的是藉由出

售、出租網域名稱或其他方式，自含申訴人、申訴人之競爭者或一般大眾

獲取超過該網域名稱註冊所需相關費用之利益。然經本案專家小組實地瀏

覽系爭網域名稱網頁後認為，註冊人於該網站中雖以表格方式臚列四十個

網域名稱，並於表格下方列有「凡租滿二年網址送你……速洽

jacky@kitty.com.tw」等字樣，惟四十個網域名稱中，並未包括系爭網域名

稱在內；縱如申訴人所主張，該表格下方「凡租滿二年網址送你……速洽

jacky@kitty.com.tw」文字之文義，可被解釋註冊人有意要約出租或出售網

域名稱，惟因系爭網域名稱並未列為該網頁四十個欲出租或出售之標的

中，且該網頁上亦無如「凡租滿『本網頁網域名稱』二年網址送你」等明

確表示系爭網域名稱亦為得出租或出售之標的之一之語句，在申訴人未提

出註冊人有出租或出售系爭網域名稱之其他證據的情形下，尚難認註冊人註冊

或取得該網域名稱之主要目的，是藉由出售、出租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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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 STLC2003-004 Armani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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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1-007 UPS 案 

「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1 款所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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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註冊人註

冊或取得該網域名稱，並非「自行利用」，而是希望透過出售、出租等方式

取得不相當的利益。 

在本案中，雖然註冊人在該網址上登載「本網址歡迎共同合作意者請

洽 0929××××××劉小姐」等文字，然而其中「歡迎共同合作」，其意

何所指並不清楚，申訴人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之證據，證明註冊人出售或

出租該網域名稱，或其他具體之要約行為，是以尚難謂註冊人註冊該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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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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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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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三） 

本項要件所稱之「惡意」，亦即「以妨礙為目的」，是指「明知他人有

使用一名稱、標章之需求或事實，出以妨礙其使用之目的，而以事實上能

妨礙其使用之方法，將該名稱、標章註冊為自己網域名稱之直接意圖」。

此種意圖或其結果，與達成「騷擾」他人目的或結果者，應有所區別。蓋

因註冊人一旦註冊某網域名稱，則其他人當然無法在同一註冊機構註冊同

一網域名稱，且其結果也當然縮小他人在其商業活動中使用同一或近似名

稱、標章之空間或自由度。但此種目的與結果如未達「妨礙」之程度，則

不屬「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3 款所規範之目的。蓋非如此認定，

則該二款規定中之「妨礙」要件將失其規範意義。 

                                                      
43 STLC2001-007 UP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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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1-009 Autento 案 

註冊人是否惡意妨礙申訴人將「Autento」註冊為申訴人網域名稱乙

點，本專家小組查得，申訴人公司所架設之網站，係連結至「autento.com」

之網域名稱，網頁中包括多項有關申訴人公司及產品之說明、介紹。該網

域名稱雖非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註冊，但申訴人使用「Autento」作為網域

名稱，並未受到妨礙。註冊人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註冊本件網域名稱後，

排除申訴人以同一名稱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註冊為網域名稱之可能性。然

此一事實本專家小組認為尚未達妨礙之程度44。 

 
按依「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規定，判斷註冊人是否有以

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註冊網域名稱為目的之情形，應依個案具體事

實探求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主觀意識，以及是否造成妨礙申訴人

以註冊商標為網域名稱，進入網際網路市場之結果45。 

 

案例：（97）年網爭字第 010 號 Karlstorz 案 

註冊人註冊網域名稱，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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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申訴書主張，註冊人摩

迪克儀器有限公司（Motic Microscope & Medical Instrument Co Ltd）並未

依法登記營業，而其註記之聯絡人（Ta-Chiang Kuo），前曾為申訴人在台

經銷商「惠眾股份有限公司」之員工，就系爭網域名稱並無任何正當權利

或利益等各詞，註冊人對該主張各節均未答辯否認。且註冊人因迄未依法

登記而實際不存在，亦未登記營業內容，則系爭網域名稱自註冊伊始應已

預見不會使用，亦無可能提供實質網站內容。而註冊人亦未舉證有任何使 

                                                      
44 STLC2001-009 Autento 案。 
45 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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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計畫。尤以系爭網域名稱之註冊聯絡人（Ta-Chiang Kuo），前曾為申

訴人在台經銷商「惠眾股份有限公司」之員工，應可預見申訴人有註冊系

爭網域名稱之權益，而註冊網域名稱，必然排擠他人註冊相同名稱之情形

亦為眾所周知，卻以較申訴人具有地利之便，搶在申訴人之前註冊系爭網

域名稱，其有妨礙申訴人使用其商標及公司名稱特取部分註冊網域名稱之

主觀目的，應可認定。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乃以妨礙申訴人註冊網

域名稱為目的，故應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情形46。 

 
常見適用本要件之情形，為註冊人具有搶冊他人著名商標作為網域名

稱慣行之例。依據 UDRP4b(ii)之規定，判斷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是

否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註冊網域名稱，必須以註冊人有以註冊

他人商標為網域名稱之慣行模式為要件，「provided that you have engaged 

in a pattern of such conduct」，乃為 WIPO Center 處理網域名稱爭議的許多

專家小組決定書中所持見解（Madonna Ciccone, p/k/a Madonna v. Dan 

Parisi and "madonna .com" , WIPO Case No. D2000-0847），亦為歷年專家小

組決定所援引。 

 

案例：STLC2001-001 M&M’s 案 

依據 UDRP4b(ii)之規定，判斷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是否係以妨

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註冊網域名稱，必須以註冊人有以註冊他人商標

為網域名稱之慣行模式為要件，「provided that you have engaged in a 

pattern of such conduct」，且 WIPO Center 處理網域名稱爭議的許多專家

小組決定書中，亦持此項見解（Madonna Ciccone, p/k/a Madonna v. Dan 

Parisi and "madonna. com", WIPO Case No. D2000-0847）47。 

                                                                                                                                
46 （97）年網爭字第 010 號 Karlstorz 案。 
47 STLC2001-001 M&M’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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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TLC2002-005 Bosch 案 

本案註冊人無法證明就「Bosch」有何權利或正當利益，卻以之註冊

取得「bosch.com.tw」之網域名稱，於客觀上使申訴人無法以其商標與事

業名稱「Bosch」作為網域名稱。經專家小組請科法中心要求台灣網路資

訊中心提供註冊人目前註冊其他網域名稱情形，發現註冊人所註冊之中英

文各種網域名稱數量高達 6 件多，其中不乏知名之他人商標品牌名稱，顯

見註冊人已經具備註冊他人商標為網域名稱之慣行模式。故註冊人之註冊

系爭網域名稱應認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第 2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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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定，而有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之情事4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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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四） 

按判斷申訴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否合於「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之規定，必須依據個案特定客觀事實，以探求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

稱時之主觀意識，以及是否造成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網站之客觀事

實。如註冊人若利用申訴人之著名商譽，致市場上之相關業者及消費者產

生一定品質之聯想或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而達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

目的，或使原本對註冊人毫無認識或對其所營事業未感興趣之消費者，注

意到註冊人及其營業項目，達到註冊人營利之目的，即構成本要件。 

 

 

 

                                                      
48 STLC2002-005 Bosch 案。 



第二章 網域名稱爭議案例解析 

67 

案例：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按判斷申訴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否合於「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之規定，必須依據個案特定客觀事實，以探求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

稱時之主觀意識，以及是否造成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網站之客觀事

實。是以註冊人若利用申訴人之著名商譽，致市場上之相關業者及消費者

產生一定品質之聯想或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而達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

之目的，即為以營利之目的，而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產生混淆，並引誘、

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位址。 
事業在網際網路世界使用公司名稱或網域名稱，本有指引網路使用者

以識別其商品或服務之功能，從而倘若他人之公司名稱、網頁名稱、網域

名稱等相關表徵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共知，而其他事業就其營業所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類似之名稱，而足與他人商品或服務混淆，則

其他事業使用相同或類似之名稱，即有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

網站之意圖49。 

 

案例：STLC2003-003 山葉鋼琴案 

註冊人是否有與申訴人之商標、事業名稱產生混淆之意圖，須以客觀

事實加以佐證。本件註冊人之行為，即係利用註冊與申訴人之商標及事業

名稱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或事業名稱產生混淆，

藉此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位址，使原本對

註冊人毫無認識或對其所營事業未感興趣之消費者，注意到註冊人及其營

業項目，達到註冊人營利之目的50。 

 
惟是否構成「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要件之判斷，除客觀事

實外，應著重註冊人於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主觀意識，是否為以營利之

                                                      
49 STLC2002-008 河合鋼琴案。 
50 STLC2003-003 山葉鋼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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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產生混淆，藉以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

冊人之網站。如僅有網路使用者誤入註冊人網站並瀏覽其內容之客觀事

實，並不足以符合該款之要件。 

 

案例：STLC2001-002 Boss 案 

本案專家小組亦以為，針對是否構成「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要件之判斷，應著重註冊人於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主觀意識，是否為

以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產生混淆，藉以引誘、誤導網路使用

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僅有網路使用者誤入註冊人網站並瀏覽其內容之客

觀事實，並不足以符合該款之要件51。 

雖如申訴人所言，「實務上，一般網際網路使用者於不知特定網域名稱之情

形下，通常會以公司名稱或商標名稱來猜測可能之網域名稱，例如：以

『ibm.com.tw』來查詢 IBM 公司之網站、以『eva.com.tw』來查詢長榮航

空公司之網站」，因此欲尋找申訴人公司網站之網際網路使用者，極可能因

以申訴人之著名商標『Boss』來猜測申請人公司之網域名稱，造成連結到

系爭網域名稱網站之事實。然而申訴人並未提供足夠證據，證明此一誤導

之客觀事實，係符合註冊人之主觀意圖。註冊人既「從未以申訴人之名義，

或其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商標或文字對外公開從事商業行為，在本

身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所註冊營業項目相同或

相近之處將使消費者誤認系爭網域名稱，」且該網站為輔導一般公司開辦

網路商店，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其營業項目

與申訴人所經營之眼鏡﹑衣服﹑靴鞋等時尚商品無涉，則申訴人主張「誤

入註冊人網站之結果，將誤導網路使用者以為該網站為申訴人所架設、該

網站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為申請所產製及提供，因而與申訴人商標商品及

服務之優良品質、著名性及申訴人公司商譽產生聯想，註冊人並因而獲利，」

專家小組認定並無任何實質證據加以支持。 

                                                      
51 STLC2001-002 Bos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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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專家小組認為，如註冊人迄未以系爭網域名稱架設網站，恐致

使消費者誤以為申訴人於網路上不能提供完善服務，而嚴重損及申訴人之

企業形象，因此採 WIPO Center 專家小組之見解，認為搶註他人著名商標

為網域名稱，卻未開站使用（passive holding）亦屬惡意使用系爭網域名

稱之情形。 
 

案例：STLC2001-001 M&M’s 案 

申訴人主張其註冊商標「M&M’s」已成為著名商標及相關事業及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註冊人意圖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產生混淆，誤導網

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且因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未實際運作，致使

消費者誤以為申訴人於網路上不能提供完善服務，而嚴重損及申訴人之企

業形象。註冊人則主張其與申訴人之營業項目全然不同，不致造成混淆，

誤導消費者，或減損申訴人的商業利益。註冊人自 1999 年 4 月 20 日註冊

系爭網域名稱時起，迄本案決定日期止，歷時二年餘，註冊人均未以系爭

網域名稱架設網站，網路使用者無法連結系爭網域名稱網頁內容之事實，

並不影響網路使用者已被引誘或誤導至瀏覽註冊人網站之結果。故專家小

組認定申訴人之主張，合於「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之規定。註

冊人長期佔有近似申訴人著名商標之網域名稱，而且未能提供網頁內容，

將使網路使用者對申訴人之著名商標，產生信譽減損的負面評價，損害申

訴人之商業利益，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構成惡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WIPO 
Center 專家小組在許多網域名稱爭議案例中，亦認定搶註他人著名商標為

網域名稱，卻未開站使用（passive holding）係惡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Such passive holding has been held in a number of cases to constitute 
use of the domain name in bad faith" Dow Jones & Company, Inc. v. 
Hephzibah Intro-Net Project Limited, WIPO Case No.D2000-0704）。依雙方

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它一切資料，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惡意註冊並使

用系爭網域名稱，合於「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52。 

                                                      
52 STLC2001-001 M&M’s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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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院及公平會仲裁案件探討及解析 

本章將檢索所得之法院判決 130 筆及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18 筆，

逐一詳細閱讀，並選擇其中與網域名稱爭議相關者，區分歸納為如下之

11 個案例，其中第一節至第十節為法院判決，第十一節為公平交易委員

會處分書。 
1. 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電子商務.商業.台灣、

yahoomall.com.tw、yahoogroup.com.tw 及 yahoocafe. com.tw 案：台中地

院 89 年度訴字第 3399 號。 
2. nba.com.tw 案：台北地院 90 年度國貿字第 16 號、台灣高等法院 91 年

度國貿上字第 3 號及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878 號。 
3. skii.com.tw 案：台北地院 91 年度訴字第 3223 號。 
4. bosch.com.tw 案：台北地院 91 年度訴字 5864 號。 
5. decathlon.com.tw 案：台北地院 92 年度訴字第 4370 號、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易字第 453 號、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964 號、台灣高

等法院 95 年度上更（一）字第 210 號、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275
號及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再字第 57 號。 

6. htc.com.tw 案：桃園地院 94 年度智字第 33 號及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

智上第 46 號。 
7. vita-mix.com.tw 案：台北地院 96 年度訴字第 3985 號及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126 號。 
8. icrtmall.com.tw 案：台北地院 96 年度智字第 81 號。 
9. 信義案：板橋地院 97 年度智字第 14 號。 
10. googlemap.com.tw 案：台北地院 97 年度智字第 18 號。 
11. carrefour.com.tw 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9）公處字第 036 號。 

以上案例將依序分節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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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電

子 商 務 . 商 業 . 台 灣 、 yahoomall.com.tw 、

yahoogroup.com.tw 及 yahoocafe.com.tw 案 

案例概要： 

原告主張被告明知「Yahoo」及「雅虎」等名稱係原告首創，而為原

告之營業及服務表徵，欲攀附原告之商譽，擅以「雅虎」及「Yahoo」作

為公司名稱特取部分，亦大量使用於對外文宣、網際網路、網域名稱及電

子郵箱地址，是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4 條

請求。被告主張則主張其依公司法相關規定設立登記，取得經濟部公司執

照，且使用自己公司名稱或特取部分經營業務，而被告公司登記及使用的

網域名稱與原告名稱並不相同，自未違反公平交易法。 

本案台中地方法院判決首先表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侵害他

人表徵之規定，其立法意旨在遏止仿冒等不公平之競爭，以維交易秩序，

與公司法第 18 條規範主旨不同，故仍不得以未違反公司法為由，排除公平

交易法之適用。 

又法院肯任原告之「Yahoo」及「雅虎」均屬相關事業及消費大眾所

共知之著名表徵。是以，被告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登記之網域名稱，無論

通體觀察、比較主要部分、或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或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

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通注意之程度判斷，均屬相同或類似於原告公司上

開表徵之使用，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並依據同

法第 30 條判命被告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雅虎.商業.台灣」、「台

灣 雅 虎 . 商 業 . 台 灣 」、「 台 灣 雅 虎 電 子 商 務 . 商 業 . 台 灣 」、

「yahoomall.com.tw」、「yahoogroup.com.tw」及「yahoocafe.com.tw」

網域名稱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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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被告明知「Yahoo」及「雅虎」等名稱係原告首創，而為原

告之營業及服務表徵，欲攀附原告之商譽，擅以「雅虎」及「Yahoo」作

為公司名稱特取部分，亦大量使用於對外文宣、網際網路、網域名稱及電

子郵箱地址，是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4 條

請求。被告主張則主張其依公司法相關規定設立登記，取得經濟部公司執

照，且使用自己公司名稱或特取部分經營業務，而被告公司登記及使用的

網域名稱與原告名稱並不相同，自未違反公平交易法。 

相關法條： 

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4 條。 

原告聲明： 

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雅虎」之字樣作為其公司中文名稱之特

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商業司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被告不得使用相同

或近似於「Yahoo」、「Yahoomall」及「Yahoogroup」之字樣作為其公司英

文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公司英文名稱變更登

記。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雅虎」、「Yahoo」、「Yahoomall」及

「Yahoo-group」之字樣為其中、英文網域名稱及電子郵箱地址之特取部

分，並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商

業 .台灣」、「台灣雅虎電子商務 .商業 .台灣」、「yahoomall.com.tw」、

「yahoo-group.com.tw」及「yahoocafe.com.tw」網域名稱之登記。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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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張： 

被告依公司法相關規定設立登記，取得經濟部公司執照，且使用自己

公司名稱或特取部分經營業務，而被告公司登記及使用的網域名稱

「yahoomall.com.tw」、「yahoogroup.com.tw」及「yahoocafe.com.tw」與原

告名稱並不相同，自未違反公平交易法。 

二、台中地方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3399 號判決 

判決主文： 

被告台灣雅虎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雅虎」

之字樣作為其公司中文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商業司辦理公司名

稱變更登記。被告台灣雅虎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

「Yahoo」、「Yahoomall」及「Yahoogroup」之字樣作為其公司英文名稱之

特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公司英文名稱變更登記。被告台

灣雅虎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雅虎」、「Yahoo」、

「Yahoomall」及「Yahoogroup」字樣為其中、英文網域名稱及電子郵箱

地址之特取部分，並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雅虎.商業.台灣」、

「台灣雅虎 . 商業 . 台灣」、「台灣雅虎電子商務 . 商業 . 台灣」、

「yahoomall.com.tw」、「yahoogroup.com.tw」及「yahoocafe.com.tw」網域

名稱之登記。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被告台灣雅虎電子商務股份有限

公司負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台幣伍佰陸拾萬元為被告台灣雅

虎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主要理由： 

本案台中地方法院判決首先表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侵害他

人表徵之規定，其立法意旨在遏止仿冒等不公平之競爭，以維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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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司法第 18 條規範主旨不同，故仍不得以未違反公司法為由，排除公

平交易法之適用。 

又法院肯任原告之「Yahoo」及「雅虎」均屬相關事業及消費大眾所

共知之著名表徵。是以，被告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登記之網域名稱，無論

通體觀察、比較主要部分、或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或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

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通注意之程度判斷，均屬相同或類似於原告公司上

開表徵之使用，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並依據

同法第 30 條判命被告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雅虎.商業.台

灣」、「台灣雅虎 .商業 .台灣」、「台灣雅虎電子商務 .商業 .台灣」、

「yahoomall.com.tw」、「yahoogroup.com.tw」及「yahoocafe.com.tw」網域

名稱之登記。 

三、案例分析 

本案法院首先肯任原告之「Yahoo」及「雅虎」均屬相關事業及消費

大眾所共知之著名表徵。是以，被告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登記「yahoomall. 

com.tw」、「yahoogroup.com.tw」及「yahoocafe.com.tw」、「雅虎.商業.台灣」、

「台灣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電子商務.商業.台灣」等網域名稱，無

論通體觀察、比較主要部分、或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或以具有普通知識經

驗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通注意之程度判斷，均屬相同或類似於原告公司

上開表徵之使用，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事業不得以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

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

動混淆」之規定，並依據同法第 30 條判命被告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

理註銷「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電子商務.

商業.台灣」、「yahoomall.com.tw」、「yahoogroup.com.tw」及「yahoocafe. 

com.tw」網域名稱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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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nba.com.tw 案 

案例概要： 

原告美商 NBA 產物股份有限公司乃美國職業籃球各球隊之執行總公

司，自 1986 年開始，即以「NBA」及如附表一所示圖樣等標誌，取得多

數商標及服務標章之註冊登記，指定使用於不同商品和營業種類，被告銓

文公司，搶先註冊「nba.com.tw」為網域名稱，致與原告營業或服務之活

動混淆，原告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4 條、第 30 條、

第 34 條之規定，請求法院判決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於「NBA」之字

樣作為其英文網址名稱之特取部分，且應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辦理註銷「nba.com.tw」網域名稱之登記。 

本案首先值得觀察的地方在於，原告與被告並非提供類似商品或服

務，是否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對此，第一審台北地方

法院認為：基於我國立法上對著名商標保護不足，若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

採嚴格之解釋，將更使我國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範圍上發生漏洞，且與世

界潮流有違（世界貿易組織下 TRIPS 第 16 條第 3 項「使用商標於與其註

冊之商品或服務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而會引起該等商品或服務與該註

冊商標所有人間之聯想，準用 1967 年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1 之規定。」可

資參照），是於解釋上，應認為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規定，應可適用

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間。 

此外，若已經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是否即屬「除本

法另有規定者」，而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對此，第一審台北地

方法院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定乃不公平競爭之一般規定，而公平交易

法第 20 條，則為本條之特別規定，是彼此間係為法條競合關係。本件被告

之行為，既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則自不應再適

用同法第 24 條加以論斷。惟第二審台灣高等法院認為：我國判例究採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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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說或請求權競合說，尚未儘一致，為求符合立法意旨及平衡當事人之

利益起見，對於本件情形，應認為債權人得就其有利之法律基礎為主張，

不採那第一審之見解。第三審最高法院則認為原判決依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為判決即為已足，至於其贅列之其他理由，無論當否，

要與裁判結果不生影響。尤其最高法院特別指明原判決「贅列其他理由」

以觀，似乎偏向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即不需適用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之見解，與第一審判決相同。 

一、案例事實 

原告美商 NBA 產物股份有限公司乃美國職業籃球各球隊之執行總公

司，自 75 年開始，即以「NBA」及如附表一所示圖樣等標誌，取得多數

商標及服務標章之註冊登記，指定使用於不同商品和營業種類，被告銓文

公司，搶先註冊「nba.com.tw」為網域名稱，致與原告營業或服務之活動

混淆，原告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4 條、第 30 條、

第 34 條之規定，請求法院判決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於「NBA」之字

樣作為其英文網址名稱之特取部分，且應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

理註銷「nba.com.tw」網址名稱之登記。 

原告聲明： 

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於「NBA」之字樣作為其英文網址名稱之特

取部分。被告陳○○即網書聯個人工作室應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辦理註銷「nba.com.tw」網址名稱之登記。被告應將本案判決書全文刊載

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第一版（全國版下半版面）各乙日。 

相關法條：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4 條、第 30 條及第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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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張： 

眾所周知之「NBA」名稱，係指美國職業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非指原告美商 NBA 產物股份有限公司；且原告於我國雖有

商標註冊在案，但若按一般人之通念，仍非屬著名企業名稱，何況是形成

一般大眾所知悉，並可謂其是國內著名之企業表徵及標章。 

商標係為表彰商品來源的標識，而網址名稱為網路上的通訊地址，二

者性質上有差異；且網址名稱與商標權間，規範性質有別，非謂商標權之

取得，即當然取得該當網址名稱之使用權。 

被告陳○○所享有「NBA」網址名稱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情事：被告陳○○所享有「NBA」網址，係作為網路書店入

口網站使用，並於網站首頁上明白表示本網站係獨立經營且與任何公司無

涉，猶更於網站首頁上為「Network Bookstore Alliance」、「網路書店聯盟」

之顯示，依一般人之認知，絕無與原告表彰同一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之可

能；另 NBA 三字亦僅為網書聯英文之縮寫，與原告相同僅出於巧合；又

就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既係作為網路書店入口網站之使用，與原告所為

公司營業登記項目相較，應無具有相互競爭狀況之可言，並不適用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 

被告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情形：被告陳○○對系爭網域名

稱之使用狀態對於原告所營業項目相較，本質上在在均無存有相互競爭行

為之可能；被告陳○○亦無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行為」要件；另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亦「無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

務表徵」、亦「無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況被告陳○○所成立之網書

聯工作時資本額僅為 20 萬元，未能與原告之跨國企業之「市場力」相抗

衡，能否適用公平交易法，亦有疑問。 

網域名稱註冊後具有一定之排他性，被告網書聯個人工作室以其創意

建構網站，並先於原告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正當利益，應予保護。此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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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雨果伯斯公司申訴案（案號：STLC2001-002）專家小組決定書第 8 頁、

第 9 頁之決定意見可稽，被告陳○○亦無違反「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

第五條規定之情形。 

又縱原告欲於我國從事電子商務，亦不一定要利用系爭網域名稱；被

告並無阻礙原告進入電子商務市場之意圖。 

二、台北地方法院 90 年度國貿字第 16 號判決 

判決主文： 

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於「NBA」之字樣作為其英文網址名稱之特

取部分。被告陳○○即網書聯個人工作室應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辦理註銷「nba.com.tw」網址名稱之登記。被告應將本案判決書全文刊載

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第一版（全國版下半版面）各乙日。訴訟費用由被告

銓文電腦排版有限公司負擔三分之一，餘由被告陳○○即網書聯個人工作

室負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壹拾壹萬元或相同面額之中國商業

銀行大安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被告如於假執

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本判決

第二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拾貳萬元或相同面額之中國商業銀行大安分行

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陳○○即網書聯個人工作室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被告陳○○即網書聯個人工作室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陸拾陸

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主要理由： 

本案首先值得觀察的地方在於，原告與被告並非提供類似商品或服

務，是否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對此，第一審台北地

方法院認為：基於我國立法上對著名商標保護不足，若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採嚴格之解釋，將更使我國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範圍上發生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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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世界潮流有違（世界貿易組織下 TRIPS 第 16 條第 3 項「使用商標於

與其註冊之商品或服務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而會引起該等商品或服務

與該註冊商標所有人間之聯想，準用 1967 年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1 之規定。」

可資參照），是於解釋上，應認為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規定，應可適

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間。 

三、台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國貿上字第 4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判決主文第三項其中關於限定「第一版（全國版下半版面）」部分

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右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其

餘上訴駁回。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八，餘由被上訴人

負擔。 

主要理由： 

就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部分： 

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之規定，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

概括規定，而此項規定之重點在於禁止事業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而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應以其行為是否妨

礙事業相互間自由競爭，及是否足使交易相對人因而作對行為人有利之選

擇作為判斷原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就該系爭網域名稱註冊使用，致誤

導消費者原已熟悉之名稱、標章及企業表徵，剝奪消費者進入被上訴人電

子商務之機會；並藉以增加其網站被列為搜尋結果之機率及網頁被瀏覽之

機會；並造成「NBA」表彰被上訴人營業及服務之識別力的淡化、減弱，

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等語，經查本件上訴人使用「NBA」之

英文名稱，用於系爭網域名稱上，招募股東之網頁上表示「如果你是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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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的球迷」、「NBA 的 29 個球隊……你最喜歡的球員」……等語，客

觀上足生混淆之結果，有如前述，是其行為有使相當數量之相對人（包括

消費者及競爭對手）在重要事項上有受到誤導之虞。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

之表徵「NBA」為其網域名稱，應屬積極行為之高度抄襲，並有意引人誤

認與被攀附者間有某種關係，其有欺罔及顯失公平之情事，有違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之規定，至為明顯，被上訴人之主張，非無可取。 

原判決認本件上訴人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不應再適用同法第 24 條加以論斷，無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之餘地，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不公平競爭之一般規定，而平交易法第

20 條，則為特別規定，彼此間係為法條競合關係云云，但我國判例究採

法條競合說或請求權競合說，尚未儘一致。為求符合立法意旨及平衡當事

人之利益起見，對於本件情形，應認為債權人得就其有利之法律基礎為主

張。是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除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

外，同時違反同法第 24 條之規定，自有可取，原判決認無適用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之餘地，尚有未洽。 

末按「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

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

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內容登載新聞紙。」公平交

易法第 30 條、第 34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自認系爭網域名稱，係

由上訴人銓文公司取得，並移轉予上訴人陳○○等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法第 24 條之規定，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據前

述規定，請求除去、並預為防止侵害如原判決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即有

所據。至請求上訴人如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所示，雖符合前述公平交易法第

34 條之規定，但公平交易法第 34 條係規定，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

院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內容登載新聞紙，並未限

定登載新聞紙之版面，且原判決全文及附圖，亦非第一版下半版之版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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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納，被上訴人請求將原判決全文刊載新聞紙「第一版（全國版下半版

面）」部分，即非有據。 

四、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878 號判決 

判決主文： 

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主要理由： 

本件上訴人對於第二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雖以該部分判決違

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

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所為論斷，泛言未論斷或論斷矛盾，

而未表明該部分判決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難認其已合

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末查原審以被上訴

人所使用之「NBA」字樣，係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表彰其營業或服務之表徵，

上訴人銓文電腦排版有限公司以之註冊為「nba.com.tw」網域名稱，並用

以刊登廣告，上訴人甲○○受讓該網域名稱後從事網路服務，於客觀上均

足使消費者對服務之來源產生混淆，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因認被上訴人得依同法第 30 條、第 34 條規定行使權利，爰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背法令之情形。至原判決贅列之其他理由，無論

當否，要與裁判結果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五、案例分析 

本案首先值得觀察的地方在於，原告以「NBA」表徵所從事之業務範

圍，主要提供運動競賽、娛樂事業，而被告係以該表徵從事網路書店聯盟

之網路服務，兩者並非類似商品或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告註冊

「nba.com.tw」並作為網路書店入口網站使用，是否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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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對此，台北地方法院 90 年度國貿字第 16 號認為：

基於我國立法上對著名商標保護不足，若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採嚴格之

解釋，將更使我國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範圍上發生漏洞，且與世界潮流有

違（世界貿易組織下 TRIPS 第 16 條第 3 項「使用商標於與其註冊之商品

或服務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而會引起該等商品或服務與該註冊商標所

有人間之聯想，準用 1967 年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1 之規定。」可資參照），

是於解釋上，應認為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規定，應可適用於不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之間。 

再者，對於被告註冊並使用「nba.com.tw」，原告除主張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外，原告尚且主張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如果已經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是否即屬「除本法另有規定者」，而不適用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規定？對此，台北地方法院 90 年度國貿字第 16 號認為：公平

交易法第 24 條定乃不公平競爭之一般規定，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則為

本條之特別規定，是彼此間係為法條競合關係。本件被告之行為，既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則自不應再適用同法第 24 條

加以論斷。惟台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國貿上字第 4 號認為：我國判例究採

法條競合說或請求權競合說，尚未儘一致。為求符合立法意旨及平衡當事

人之利益起見，對於本件情形，應認為債權人得就其有利之法律基礎為主

張。是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除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

外，同時違反同法第 24 條之規定，自有可取，原判決認無適用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之餘地，尚有未洽。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878 號則認為原

判決依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為判決即為已足，至於其贅

列之其他理由，無論當否，要與裁判結果不生影響。由最高法院特別指明

原判決「贅列其他理由」以觀，似乎偏向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即不需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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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skii.com.tw 案 

案例概要： 

原告於 2000 年 10 月 20 日受讓台中市私立聖功文理短期補習班之網域

名稱：skii.com.tw。被告於 2007 年 9 月 6 日向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

技法律中心（以下稱科法中心）提出申訴書，請求原告應移轉上開網域名稱

予伊，該中心受理本案後竟決定原告應將上開網域名稱移轉予被告，原告為

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原告擁有網域名稱「skii.com.tw」使用之權利及

正當利益並確認被告不得要求移轉網域名稱「skii.com.tw」予被告。 

本件地方法院判決認為原告提起本訴，雖聲明求為確認原告擁有系爭

網域名稱使用之權利及正當利益且被告不得要求移轉系爭網域名稱予被告

等語，其所依據者為科法中心所為之決定。惟，科法中心所為之決定並非

司法機關之裁判，並無執行力，如原告對於上開決定有疑義，本應循其他

程序之救濟方式為之，且被告亦曾到庭陳稱，其並未妨害或禁止原告使用

系爭網域名稱，亦未請求原告移轉系爭網域予被告，則原告使用系爭網域

之私法上之地位並未受有侵害。此外，原告亦自認目前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並未受任何限制，故原告提起本訴，依其所訴之事實，自無需亦無從以本

件確認判決除去之。因此，原告之訴，即屬欠缺確認利益，其提起本訴自

非有據，而駁回原告之訴。 

一、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 

原告於民國（下同）89 年 10 月 20 日受讓台中市私立聖功文理短期

補習班之網域名稱：skii.com.tw（以下稱系爭網域），被告於 96 年 9 月 6

日向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以下稱科法中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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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請求原告應移轉上開網域名稱予伊，該中心受理本案後竟決定原告應

將上開網域名稱移轉予被告，原告為此提起本件訴訟。 

原告聲明： 

確認原告擁有網域名稱「skii.com.tw」使用之權利及正當利益。確認

被告不得要求移轉網域名稱「skii.com.tw」予被告。 

被告主張： 

被告並未妨害或禁止原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亦未請求原告移轉系爭

網域予被告。 

二、台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3223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主要理由：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最

高法院亦著有 27 年上字第 316 號判例。經查，原告提起本訴，雖聲明求

為確認原告擁有系爭網域名稱使用之權利及正當利益且被告不得要求移

轉系爭網域名稱予被告等語，其所依據者為科法中心所為之決定云云。惟

科法中心所為之決定並非司法機關之裁判，並無執行力，如原告對於上開

決定有疑義，本應循其他程序之救濟方式為之，且被告亦曾到庭陳稱，伊

並未妨害或禁止原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亦未請求原告移轉系爭網域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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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則原告使用系爭網域之私法上之地位並未受有侵害。再者，原告亦自

認目前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並未受任何限制，故原告提起本訴，依其所訴之

事實，自無需亦無從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依首揭說明，原告之訴，即

屬欠缺確認利益，其提起本訴自非有據。 

三、案例分析 

本案原告請求確認：原告擁有網域名稱「skii.com.tw」使用之權利及

正當利益及被告不得要求移轉網域名稱「skii.com.tw」予被告。法院則認

為，原告所依據者為科法中心所為之決定，惟科法中心所為之決定並非司

法機關之裁判，並無執行力，如原告對於上開決定有疑義，本應循其他程

序之救濟方式為之，且被告亦曾到庭陳稱，伊並未妨害或禁止原告使用系

爭網域名稱，亦未請求原告移轉系爭網域予伊，則原告使用系爭網域之私

法上之地位並未受有侵害。再者，原告亦自認目前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並未受

任何限制，故原告提起本訴，依其所訴之事實，自無需亦無從以本件確認判

決除去之。原告之訴，即屬欠缺確認利益，其提起本訴自非有據。 

第四節 bosch.com.tw 案 

案例概要： 

原告主張其早已向網路中心註冊該公司網域名稱為「bosch.com.tw」，

並曾以此網站經營高級二手車買賣業務，已經建立良好業務網路，詎被告

竟向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該機構作出將系爭網域名稱移轉於

被告之決定，顯然已侵害其權利；被告則以 Bosch 名稱係該公司數十年來

所登記使用之商標，在我國有相當知名度，在其全球網站上亦早已使用

Bosch 名稱，原告應知悉被告商標於此一業界之地位，又系爭網域名稱之

網頁設計非常簡略、粗糙，原告復提不出其以系爭網站經營業務之證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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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亦足證其惡意排除被告之使用之情事，其行為有違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規定，科法中心撤銷其登記並將系爭網域名稱移轉予被告自

屬有據，原告之主張顯無理由。 

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在論述上有兩個重點：第一、我國雖無類似美國「反

網路侵佔消費者保護法」（Anti-Cybersquatting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CPA）之立法，惟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下稱：系爭

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之精神，與該法律相去不遠，於認定以他人商

標註冊網域名稱者是否具有惡意時，亦係審酌先註冊者所設置之網站是否

確實從事經濟活動，以及該網站設置後之目的等因素。國外實務上曾有因

註冊者以許多他人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而不實際上從事經濟活動者遭取

消所有網域名稱註冊之案例，從比較法之觀點，此等見解非不得作為認定

以他人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是否具有惡意之參考。第二、本件原告除以被

告之商標 Bosch 登記為系爭網域名稱外，另有以他人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之

行為，共有六件之多，其中不乏知名之他人商標及品牌，由是益證原告確係惡

意以他人商標搶先註冊為自己所有之網域名稱。 

法院最後判定原告此一搶先註冊行為，已妨礙被告利用其已登記使用

數十年之商標作為網域名稱之權利，而原告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後，並未從

事任何經濟活動，顯見原告註冊之目的，純係用以妨礙被告公司利用其商

標註冊為網域名稱，是依系爭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原告之行為自有

不法。科法中心依據相關證據資料幾經審酌後亦同此見解，進而決定將系

爭網域名稱移轉予被告，其認定並無違誤。原告既未能證明其對系爭網域

名稱有何合法權利或正當利益，其提起本件訴訟求為確認具有上開權利與

利益，並以被告百許公司為相對人，訴請撤銷科法中心上開決定云云，自

無理由，不應准許。 

一、案例事實 

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早於 89 年即已向網路中心註冊該公司網域名稱

為「bosch.com.tw」，並曾以此網站經營高級二手車買賣業務，已經建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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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業務網路，詎被告竟向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該機構不察，

竟作出將系爭網域名稱移轉於被告之決定，顯然已侵害其權利，為此提起

本件訴訟，訴請確認原告對系爭網域名稱之權利存在，且撤銷科法中心上

開不當之決定云云；被告則以 Bosch 名稱係該公司數十年來所登記使用之

商標，在我國亦有相當知名度，而被告公司係經營電器、機械、汽車等產

品之廠商，在其全球網站上早已使用 Bosch 名稱，原告公司名義上所經營

之業務範圍與被告類似，應知悉被告商標於此一業界之地位，卻使用被告

公司之商標作為系爭網站之名稱，顯然係惡意排除被告之使用，又系爭網

域名稱之網頁設計非常簡略、粗糙，原告復提不出其以系爭網站經營業務

之證據資料，足見原告係不當惡意註冊被告商標為網域名稱，用以妨礙原

告使用註冊商標為網域名稱，其行為有違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

規定，科法中心撤銷其登記並將系爭網域名稱移轉予被告自屬有據，原告

之主張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原告聲明： 

確認原告對網域名稱「bosch.com.tw」擁有合法之權利與／或正當利

益存在。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案號 STLC2002-005 專

家小組決定應予撤銷。 

二、台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5864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主要理由： 

原告稱其註冊此一網域名稱，主要目的係從事二手高級車輛例如寶馬

（BMW）等之交易買賣，同時在系爭網站中放置數幀二手寶馬車輛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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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然本院於原告起訴後曾依址至原告之網站中瀏覽，所見之內容即如被

告所提被證二資料所示，僅為數幀寶馬車輛照片，不見其他從事經濟活動

之資料，又依系爭網站首頁所示之連結點選後，只是連接到其他照片，並

無任何深入之經濟活動訊息，若謂系爭網站係用以從事販售二手寶馬車輛

等經濟活動，實難自系爭網站中得知，為此，原告提出數紙電子郵件資料，

用以證明確有利用此一網站從事經濟活動云云，然依原告所提出之電子郵

件所示，多僅係詢問有關日本車輛如 Impreza、Honda 等零配件問題，並

無進一步就有關數量、價格、交貨期、付款方式等重要事項作任何協商或

約定，是上開電子郵件是否足以認定原告確有利用系爭網站從事經濟活

動，實有疑問。原告又提出數紙進口報單、完稅證明書、提單等文件，用

以證明其利用系爭網站從事經濟活動云云。然依原告所提出之資料所示，

其日期多係在 84 年間，晚近亦不超過 86 年，換言之，時間均在 89 年原

告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前，又上開文書內所載之標的物，主要係二手馬自達

（Mazda）車輛之進口事宜，此外，並有進口少數之零件，與所謂歐洲高

級車毫無相干，是從上開文件以觀，並不足以作為原告利用此一網站從事

經濟活動之證明。而原告除上開資料外，已無任何資料可供證明其確有利

用系爭網域名稱從事經濟活動，與被告之全球網站「bosch.com」相較，

原告所註冊之系爭網站顯然相當粗略，難以想像原告利用此一網站已達商

業經營之目的與規模。綜觀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以及瀏覽原告公司所

設置之系爭網站，完全無法看出原告設置系爭網站從事商業活動之跡象，

是原告在被告已經使用 Bosch 此一商標數十年之後，以被告此一商標名稱

登記為網域名稱，經註冊後卻不從事商業活動，其設置之動機顯有令人懷

疑之處。美國國會曾於 1999 年 11 月 29 日通過「反網路侵佔消費者保護

法」（Anti-Cybersquatting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CPA），主要目的即在

防止惡意利用其他自然人或法人之商標作為網域名稱以謀取非法利益，我

國雖無類似立法，惟系爭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之精神，與美國反網路

侵佔消費者保護法相去不遠，於認定以他人商標註冊網域名稱者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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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時，亦係審酌先註冊者所設置之網站是否確實從事經濟活動，以及該

網站設置後之目的等因素。國外實務上曾有因註冊者以許多他人商標註冊

為網域名稱，而不實際上從事經濟活動者遭取消所有網域名稱註冊之案

例，從比較法之觀點，此等見解非不得作為認定以他人商標註冊為網域名

稱是否具有惡意之參考。本件原告除以被告之商標 Bosch 登記為系爭網域

名稱外，另有以他人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之行為，共有六件之多，其中不

乏知名之他人商標及品牌，由是益證原告確係惡意以他人商標搶先註冊為

自己所有之網域名稱，此一行為，自已符合系爭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款「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之規定。原告此一搶先註冊行

為，已妨礙被告利用其已登記使用數十年之商標作為網域名稱之權利，而

原告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後，並未從事任何經濟活動，顯見原告註冊之目

的，純係用以妨礙被告公司利用其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是依系爭爭議處

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原告之行為自有不法。科法中心依據相關證據資料幾

經審酌後亦同此見解，進而決定將系爭網域名稱移轉予被告，其認定並無

違誤。原告既未能證明其對系爭網域名稱有何合法權利或正當利益，其提

起本件訴訟求為確認具有上開權利與利益，並以被告百許公司為相對人，

訴請撤銷科法中心上開決定云云，自無理由，不應准許。 

三、案例分析 

本案觀察重點在於原告涉及惡意搶先以他人商標搶先註冊為自己所

有之網域名稱的問題。法院在論述上有兩個重點：第一、美國國會曾於

1999 年 11 月 29 日通過「反網路侵佔消費者保護法」（Anti-Cybersquatting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CPA），主要目的即在防止惡意利用其他自然人

或法人之商標作為網域名稱以謀取非法利益，我國雖無類似立法，惟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下稱：系爭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

規定之精神，與美國反網路侵佔消費者保護法相去不遠，於認定以他人商

標註冊網域名稱者是否具有惡意時，亦係審酌先註冊者所設置之網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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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從事經濟活動，以及該網站設置後之目的等因素。國外實務上曾有因

註冊者以許多他人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而不實際上從事經濟活動者遭取

消所有網域名稱註冊之案例，從比較法之觀點，此等見解非不得作為認定

以他人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是否具有惡意之參考。第二、本件原告除以被

告之商標 Bosch 登記為系爭網域名稱外，另有以他人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

之行為，共有六件之多，其中不乏知名之他人商標及品牌，由是益證原告

確係惡意以他人商標搶先註冊為自己所有之網域名稱，此一行為，自已符

合系爭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

稱」之規定。 

法院最後判定原告此一搶先註冊行為，已妨礙被告利用其已登記使用

數十年之商標作為網域名稱之權利，而原告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後，並未從

事任何經濟活動，顯見原告註冊之目的，純係用以妨礙被告公司利用其商

標註冊為網域名稱，是依系爭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原告之行為自有

不法。科法中心依據相關證據資料幾經審酌後亦同此見解，進而決定將系

爭網域名稱移轉予被告，其認定並無違誤。原告既未能證明其對系爭網域

名稱有何合法權利或正當利益，其提起本件訴訟求為確認具有上開權利與

利益，並以被告百許公司為相對人，訴請撤銷科法中心上開決定云云，自

無理由，不應准許。 

第五節 decathlon.com.tw 案 

案例概要： 

原告首創以「Decathlon」作為公司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產銷各種

運動商品及相提供相關服務，自 1988 年起在我國先後獲得 33 項商標及服

務商標之註冊登記，並於 1995年 5月 31日向知名之網域登記機構Network 

Solution 註冊「decathlon.com」為網域名稱。被告為原告在台灣之代工廠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92 

的關係企業，並於 1997 年 10 月 28 日登記「decathlon.com.tw」為網域名

稱。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使用該網域名稱乃違反商標法第 62 條、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4 條，並請求被告不得使用「Decathlon」之

字樣作為其網址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辦理註銷「decathlon.com.tw」之

網址名稱登記。 

本件第一審法院判決認為原告所取得之「Decathlon」之服務標章及商

標，非僅是代表其中譯之意思「十項全能」，而是早已為我國相關事業所普

遍認知且具有識別力足以表彰服務、商標之來源。而被告所使用之網域名

稱的特取部分與原告之公司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相同，會使相關事業誤

認被告使用原告表徵、註冊「decathlon.com.tw」作為其網域名稱，以使

相關事業混淆服務提供者，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 

被告就此判決上訴第二審法院，惟第二審法院維持一審判決，駁回其

上訴。被告不服，再上訴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以原審在判斷本案事實是

否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要件時，

並未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制訂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0

點，因而以原判決之判決理由不備，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更審。 

更審法院判決則根據前開處理原則第 10 點，認定原告之「Decathlon」

公司名稱及商標，已為世界運動品牌界之知名品牌，並已為我國相關代工、

銷售事業及喜好戶外運動之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具有識別力足以標章服

務、商標之來源，而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表徵。仍為

原告勝訴之判決。被告就此判決不服，再次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認為

更審判決之認定並無違誤，且補充說明被告所提認定「Decathlon」是否為

我國著名商標之專家意見書，並無法推翻或否定原審依公平交易法上開處

理原則就該名稱之表徵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認定。 

就此最高法院之判決，被告不服，請求最高法院再審，但最高法院並

未變更其所持之見解，而駁回被告再審之訴，本案於是終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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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 

原告首創以「Decathlon」作為商標及服務標章，產銷各種運動器材及

提供各種運動訓練等服務，故「Decathlon」係屬原告之著名表徵，已為相

關大眾所普遍認知。被告彰紀公司係曾為原告代工廠商之被告彰榮公司之

關係企業，其明知「Decathlon」係原告夙負盛名之公司名稱、商標及服務

標章，竟於 86 年 10 月 28 日以與被告名稱毫不相干之「decathlon.com.tw」

搶註網域名稱，致使本地經銷商或消費者鍵入「Decathlon」，即使施以通

常之注意仍會意外進入被告彰紀公司網站，被告彰紀公司業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 92 年 11 月 28 日新修正施行之商標法第 62

條規定。又被告彰紀公司使用「Decathlon」為其網域名稱，客觀上已經剝

奪原告使用相關產業及消費者原已熟悉之名稱且以最直接之方式進入電

子商務之機會，被告彰紀公司藉此引誘消費者進入其網站並誤導消費者以

為該網站上之商品或服務係由原告提供，被告彰紀公司之行為實為不當榨

取原告長年經營「Decathlon」品牌使其知名之費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又被告彰榮公司與被告彰紀公司係關係企業，應認被告彰榮

公司有使用相同或近似原告公司之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Decathlon」註

冊作為網站名稱之虞；且甲○○同為被告彰榮公司及彰紀公司實際執行職

務之代表人，則甲○○以「Decathon」作為網站名稱自屬其因執行職務所

加於他人之損害，被告彰榮公司亦應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等情。 

相關法條： 

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第 34 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第 28 條及第

185 條及商標法第 6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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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聲明： 

被告不得使用或近似「Decathlon」之字樣作為其英文網址名稱之特取

部分；被告彰紀公司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decathlon.com.tw」

網址名稱之登記；被告應將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主文刊載於中國時報及

聯合報第一版（全國版下半版面）各乙日。 

被告主張： 

被告彰紀公司固有將「decathlon.com.tw」註冊為網域名稱，但被告彰

榮公司並無此情事。又原告在我國並非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

事業表徵；且被告彰紀公司以眾多運動項目之「Decathlon」作為網域名稱

之特取部分，並未與原告就該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並造成混淆，自與

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要件不符。又被告使用「Decathlon」

作為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係基於對於該英文單字之熱愛，主觀上顯無陷

他人對於原告企業或其商品錯誤之故意，更無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

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行為。又被告彰紀公司所經營之事業

復與原告不同，自不可能影響交易秩序，且原告既非屬著名表徵，被告彰

紀公司在我國反較原告著名，被告彰紀公司自不可能攀附原告之商譽，亦

與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要件不符。又被告彰紀公司於 86 年 10 月 28

日即已註冊「decathlon.com.tw」為網域名稱，自無 92 年 11 月 28 日方修

正施行商標法規定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 

二、台北地院 92 年度訴字第 4370 號判決 

判決主文： 

被告彰紀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Decathlon」之字樣作為其英

文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被告彰紀有限公司應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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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註銷「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之登記。被告彰紀有限公司應負擔費

用將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主文刊載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第一版（全國版下

半版面）各乙日。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被告彰紀有限公司負擔。 

主要理由：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

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

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又「本法第 20

條所稱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其得以表彰商品或服

務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前項所稱識別

力，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見諸該特徵，即得認知其

表彰該商品或服務為某特定事業所產製或提供。所稱次要意義，指某項原

本不具識別力之特徵，因長期繼續使用，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認知並將之

與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聯想，該特徵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另

一意義。」故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服務，不得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之他人商標、標章等，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行為，致與他人營業或

服務之設施或活動相混淆，至為顯然。又網際網路世界須以網域名稱

（Domain Name）作為類似門牌地址（address）之識別碼，因網際網路上

之個人、公司行號、政府機關網站難以計數，網路使用者即須藉網域名稱

連結特定之網站。倘特定網域所有者選定特定名稱，表彰其事業或活動之

屬性，以使網路使用者因其公司名稱、商標、服務標章而對網域名稱發生

聯想，即有利於網路使用者進入其網站，進而增加交易機會或其他商業利

益。因此，事業在網際網路世界使用公司名稱或網站名稱為其網域名稱，

即有指引網路使用者以識別其商品或服務之功能，此網域名稱自屬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所定之表示網域所有人營業、服務之表徵。從而，倘他人之

公司名稱、網頁名稱、網域名稱等表彰商品或服務之表徵已為相關事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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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所共知，而其他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類似

之名稱，足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產生混淆，被害人依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及

第 30 條規定請求除其侵害或防止，即無不合。 

查原告自 65 年間設立時起，即首創以「Decathlon」作為公司名稱、

商標及服務標章，產銷各種運動商品及提供相關服務，迄在法國、美國、

英國、西班牙、日本、韓國、泰國等 50 餘國核准註冊，自 77 年起在我

國先後獲得第 54522 號等 33 項商標及服務標章之註冊登記，指定使用

在運動器材、服飾、玩具、飲料、食品、五金用品和電子器材等上百種

產品，法國第一品牌、世界第三大運動用品零售商，並於 84 年 5 月 31

日向知名之網域登記機構 Network Solution 呈准註冊「decathlon.com」作

為網域名稱，使全球經銷商及消費者皆能透過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之傳播讀

取原告公司、商品及服務等相關資訊，其銷售量在法國排名第一，在我國

相關配合廠商亦達數十家，被告於 81 年 8 月 12 日在我國設立子公司「香

港商迪卡儂有限公司」，復於 86 年 7 月 23 日變更其在台子公司組織設立

「模里西斯商史伯太科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該分公司於被告彰紀公司

註冊「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之際即 86 年度及 87 年度之營業規模分

別達五億三千二百九十六萬七千三百六十七元及十七億一千八百四十九

萬零四百五十五元，支出之廣告費亦分別為四十二萬二千二百七十六元及

三百五十九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元，原告復於 85 年 5 月間在台中市南屯區

○○○○路 806 號設立直營門市；另卷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中台評字第

8870112 號商標評定書，亦提及「Decathlon」為原告公司首先使用於各

種運動用品之商標，除於世界多國獲准註冊外，並自 77 年起陸續在我

國取得註冊商標專用權，在我國相關配合廠商亦達十多家，其商譽及品

質難謂未為一般消費者所知悉。以上均足證原告所取得之「Decathlon」

之服務標章及商標，非僅是代表其中譯之意思「十項全能」，更早已為我

國相關事業所普遍認知且具有識別力足以表彰服務、商標之來源即為原

告，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主張「Decathlon」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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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2 款所稱之表徵，足堪信為真實。被告彰紀公司雖抗辯應僅能以原告

在台灣之銷售額判斷「Decathlon」是否足以為原告之表徵，而原告營業額

中之百分之一方是在台灣之銷售額，其餘均是出口云云。惟按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著名表徵，既非以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為限，

尚包括相關事業，自不能僅以原告在台灣之銷售額判斷其是否為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被告彰紀公司此部分抗辯，自不足取。 

又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所稱相同或類似之使用，相同係指文字、圖形、

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之外觀、排列、設色完全相同

而言；類似則指因襲主要部分，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注

意猶有混同誤認之虞者而言，是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

係指不得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行為而言，並不以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為限。又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所稱混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誤認

誤信而言。被告彰紀公司自認其係以「Decathlon」作為網域名稱之特取部

分從事虛擬主機代管、租用與電子商務，並提出網站資料及廣告資料為

證，而此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與原告之公司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

「Decathlon」相同，會使相關事業誤認被告彰紀公司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與原告所提供者之來源係屬同一，造成混淆，故原告主張被告彰紀公司使

用原告之表徵、註冊「decathlon.com.tw」作為其網域名稱，已使相關事業

混淆服務提供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事實，尚非無

據。至被告彰紀公司抗辯世界各國多有使用「Decathlon」作為網域名稱特

取部分及其使用「Decathlon」具有相當依據，及鍵入「Decathlon」後所

可搜尋到之網站及網址，非僅有被告彰紀公司云云，均與本件被告彰紀公

司是否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情形無涉，自不足取。

故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規定請求被告彰紀公司不得使用或近似於

「Decathlon」之字樣作為其英文網址名稱之特取部分；被告彰紀公司應向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之登記，並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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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第 34 條規定將最後事實審判決書主文刊載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

第一版（全國版下半版面）各乙日，即屬有據。 

再原告主張被告彰榮公司與被告彰紀公司為關係企業，實際負責人均

為甲○○，並使用相同門面，可認被告彰榮公司可隨時搶占登記

「Decathlon」或近似字樣作為其網域名稱，自有預為禁止被告彰榮公司請

求之必要云云。惟按所謂有侵害之虞，係指侵害尚未發生，但就現在既存

之危險狀況加以判斷，有事先加以防範之必要而言。查被告彰紀公司自

86 年 10 月 28 日即以「decathlon.com.tw」為其網域名稱，但被告彰榮公

司迄未使用該網域名稱或類似之網域名稱，原告復未舉證其有預為請求之

必要，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取。原告復以甲○○同為被告彰榮公司

與被告彰紀公司之代表權人，則被告彰榮公司亦應依甲○○所為上開侵

權行為負連帶責任，並與被告彰紀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惟按民法

第 28 條所加於法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以該法人之董事或其職員，因執

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者為限。查上開「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

既係註冊為被告彰紀公司所架設之網站「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之網域名

稱，自難認此為甲○○執行被告彰榮公司職務之行為，原告復不能證明

被告彰榮公司及彰紀公司有共同侵權行為之事實，原告此部分主張，應

不足取。 

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規定，請求被告彰紀公司不得

使用相同或近似於「Decathlon」之字樣作為其英文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

被告彰紀公司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註銷「decathlon.com.tw」網域名

稱之登記；被告彰紀公司應負擔費用將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主文刊載於

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第一版（全國版下半版面）各乙日，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至原告其餘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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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易字第 453 號判決 

判決主文： 

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主要理由： 

同原審理由（略）。 

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被上訴人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及第 34 條之規定，已足以達成請求排

除侵害及防止侵害之目的，其另依商標法第 61 條及第 66 條請求排除侵害

及防止侵害是否有理由，即無再行審究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

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亦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均毋庸再予論

述，附此敘明。 

四、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964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主要理由： 

惟依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

商品或服務，不得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商標、標章等，

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行為，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相混淆，為

原判決所是認。此所謂「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係指商品之表

徵具有相當之知名度，為相關事業或多數消費者所周知而言。至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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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知性」，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件之處

理原則第 10 點，就「判斷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考量因素」記

載，判斷表徵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應綜合審酌︰「（一）

以該表徵為訴求之廣告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

象。（二）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行銷時間是否足使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三）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銷

售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四）具有該表徵之

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占有率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

象。（五）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是否經媒體廣泛報導足使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六）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及口碑。

（七）當事人就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提供具有科學性、公正性及客觀性之

市場調查資料。（八）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等項。原審就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所稱「表徵」、「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混淆」等詞，既引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開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5 點及第 6 點加以說明，乃對於

被上訴人之商標及服務標章「Decathlon」，是否具上述表徵而為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竟未參酌該處理原則第十點詳加調查審認明晰，徒

以前揭情詞，遽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已難認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又

關於被上訴人之商標及服務標章是否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而得依前揭規定禁止上訴人使用，其「時點」自以上訴人申請登記

完成註冊時即 86 年 10 月 28 日之前是否達「普遍認知」之程度為準，此

亦為原審所是認。乃原判決竟以被上訴人於 86 年 7 月 23 日在台變更設

立，非以「Decathlon」命名登記之子公司「模里西斯商史伯太科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86 年度及 87 年度或 88 年度至 90 年度之營業額、廣告費等

作為認定之依據，於法亦屬可議。究竟被上訴人之商標及服務標章

「Decathlon」是否達「普遍認知」之程度？何時達「普遍認知」之程度？

既攸關其能否依公平交易法規定請求排除侵害，原審未詳加調查審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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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本院尚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非無理由。 

五、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更（一）字第 210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判決主文第三項關於限定「第一版（下半版面）」部分暨訴訟費用

之裁判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其餘上訴駁

回。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擴張為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本案第一審及最後事實

審判決書主文刊載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全國版各乙日。第一、二審及擴張

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五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主要理由： 

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項第 2 款所謂「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係指商品之表徵具有相當之知名度，為相關事業或多數消費者所

周知而言。另判斷表徵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應以該表徵

為訴求之廣告量、於市場行銷時間、銷售量、占有率、是否經媒體廣泛報

導等而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及具有表徵之商品或服

務之品質及口碑、當事人就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提供具有科學性、公正性

及客觀性之市場調查資料、相關主管機關之意見等而綜合判斷之。又所謂

「周知性」只須該商品表徵確為相當多數事業或消費者所熟悉，足以和其

他商品表徵識別，於見到系爭表徵時，可將該商品之主體或內容予以聯想

即已足，並不限於本法之施行地域內，故即便是外國之商品表徵，只須其

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亦可受本法之保護。經查： 

1. 被上訴人主張其係 65 年（即 1976 年）成立於法國北部 Englos，主要從

事各種運動相關用品之生產及行銷，目前在世界各地有超過 330 家大型

運動用品百貨店及 24 家海外分公司，是法國最大及世界第三大運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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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商，也是歐洲第三大運動用品製造商，「Decathlon」為運動用品

市場之知名品牌。又其於 84 年 5 月 31 日已向知名之網域登記機構

Netmork Solution 呈准註冊「decathlon.com」作為網域名稱，使全球經

銷商及消費者皆能透過網際網路之傳播力量，藉由輸入上開網域名稱而

連結至被上訴人之網站，進而知悉被上訴人公司、商品及服務資訊等

情，業據其提出所投資之模里西斯商史伯太科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簡

介、被上訴人之網站註冊資料為證，由被上訴人上開網站內之品牌簡

介，其自行研發之品牌（Passion Brands），包括 Quechua 登山野營、Tribord

水上運動、Domyos 韻律健身、Btwin 自行車運動、Kalenji 慢跑運動、

Kipsta 球類運動、Inesis 羽球、網球、桌球及高爾夫球類、Geologic 射

擊及垂釣運動、Fouquganza 馬術運動等，商品種類多元，涵蓋各種運動

用品，是被上訴人主張「Decathlon」為運動用品市場之全球知名品牌，

應非虛構。 

2. 被上訴人另主張其以「Decathlon」作為公司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產

銷各種運動商品及提供相關服務，其在世界各地均有委託廠商代工製造

標示「Decathlon」商標之運動用品。自 70 年起即在台灣委託廠商從事

代工，配合之廠商達數十多家，原審共同被告彰榮公司自 75 年起至 80

年間亦為代工廠商之一等情，業據提出在台灣配合廠商名單、委託彰榮

公司代工之發票為證。另自 77 年起以「Decathlon」在台灣先後獲得第

54522 號等 33 項商標及服務標章之註冊登記，指定使用在運動用品、

釣具、鞋、袋子、服飾、內衣、泳衣、腳踏車及其零件、騎馬用品、船、

水上運動用品、學校設備、露營用品、高爾夫球器具、射箭、滑雪、體

操、網球、健身等多種產品，核與其提出我國服務標章註冊證相符。故

被上訴人自 70 年起即在台灣委託廠商從事代工生產標示「Decathlon」

商標之運動用品，並自 77 年起向主管機關經濟部中央標準局（現為智

慧財產局）取得第 54522 號等 33 項商標及服務標章之註冊登記，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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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0 年間起在台灣地區「Decathlon」品牌已為運動用品之代工、銷售

等相關事業所熟知。 

3. 另傳統商品交易形態，係將有形之商品陳列於店家、百貨公司專櫃，使

消費者能直接檢視商品之外觀材質等而決定購買與否，商品品質之良窳

是消費者決定購買與否之重要因素，反之，於電子交易市場，並無實體

店面存在，消費者藉由拍賣網站進行交易時，無法實際檢視商品，僅憑

商品照片及宣傳文字即決定購買與否，故如拍賣知名品牌之商品，該項

商品之宣傳文字往往會冠上品牌名稱，以增強消費者購買之意願及信

心，達到賣家迅速進行交易之目的。準此，某一品牌是否已建立口碑，

有良好之商品品質，及是否受消費者普遍認知喜愛，藉由電子交易之

各家拍賣網站，檢視賣家如何銷售該品牌之商品，即屬重要之指標。

本院檢視台灣地區包括 Yahoo！奇摩、eBay 露天拍賣等知名拍賣網站，

賣家於拍賣關於「Decathlon」品牌之雪衣外套、自行車前置物袋、保暖

夾克、休閒車、自行車快拆坐墊、飲水袋、自行車車衣、排汗衣、登山

背包等商品時，均以「法國名牌 Decathlon」、「法國知名品牌 Decathlon」、

「法國第一運動品牌 Decathlon」稱之，故被上訴人主張其「Decathlon」

為世界知名之品牌，其生產之各種運動用品廣受愛好戶外活動之消費者

所認知及喜愛，足堪信為真實。 

4. 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 88 年至 90 年度之營業收入未有成長，反逐漸下

降，且其營業額中之 1％係在台灣之銷售額，其餘 99％均出口至母公

司，顯示被上訴人在台灣市場之規模極小云云。惟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著名表徵，並非僅以被上訴人在台灣之銷售額判

斷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若屬國際知名之商品表徵時，

縱未在台灣註冊商標，或在台銷售額尚非鉅量時，亦有上開條款之適

用。而本件被上訴人「Decathlon」品牌確為法國知名品牌，其生產之各

式運動用品，向為喜好戶外運動例如登山、攀岩、滑水、慢跑等消費者

所熟知，無論在台灣銷售額為何，仍無礙「Decathlon」為被上訴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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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之事實。況上訴人係於 86年 10月 28日申請取得「decathlon.com.tw」

網域名稱，自應以上開時點判斷「Decathlon」是否為被上訴人之著名表

徵，若執被上訴人 88 年至 90 年在台銷售額非鉅，即推斷「Decathlon」

非屬被上訴人之著名表徵，洵屬無據。故上訴人上開辯解，並非可取。 

5. 綜上，被上訴人之「Decathlon」公司名稱及商標，已為世界運動用品界

之知名品牌，並已為我國相關代工、銷售事業及喜好戶外運動之消費者

所普遍認知，具有識別力足以表彰服務、商標之來源即為被上訴人，故

被上訴人主張「Decathlon」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

表徵，足可採信。 

 
其他理由同台北地院 92 年度訴字第 4370 號判決或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易字第 453 號。 

六、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275 號判決 

判決主文： 

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主要理由： 

按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

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公

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 86 年 10 月 28 日以其

與該公司名稱毫不相干實為被上訴人公司特取部分之「decathlon.com.tw」

名稱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網域註登，當時「Decathlon」早已成為被上訴

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並使用於商標及服務標章，而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是以上訴人以該特取部分註登為其公司之網域名稱，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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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上訴人使用該特取名稱之營業或服務混淆，為公交法上開規定所不

許。至上訴人主張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專家小組決定書

所載，僅在認定「Decathlon」是否為我國之著名商標，並無法推翻或否定

原審依公交會所定原則就該名稱之表徵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之認定。原審綜合審酌被上訴人提出之相關事證，因以前述理由，為不利

於上訴人之論斷，經核於法洵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執陳詞，並以原審取

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

由，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不能認為有理由。 

七、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再字第 57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再審之訴駁回。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主要理由： 

查再審被告之「Decathlon」品牌確為法國知名品牌，其公司名稱及商

標，已為世界運動用品界之知名品牌，而其生產之各式運動用品，復為喜

好登山、攀岩、滑水、慢跑等戶外運動之消費者所熟知，具有識別力，足

以表彰服務、商標之來源即為再審被告。而再審原告使用「Decathlon」表

徵，註冊「decathlon.com.tw」作為其網域名稱，會使相關事業及消費者誤

認再審原告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再審被告所提供者之來源係屬同一，而

造成混淆，再審原告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行為，

致侵害再審被告之權益，為前訴訟程序第二審判決所確定之事實。本院原

確定判決根據此項事實，認為第二審法院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第 34 條

之規定，判命再審原告（一）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Decathlon」之字樣作

為其英文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二）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辦理

註銷「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之登記。（三）將本案第一審、最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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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審判決主文刊載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全國版各乙日，於法並無不合，並

附帶說明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專家小組決定書所載，僅

在認定「Decathlon」是否為我國之著名商標，並無法推翻或否定前訴訟程

序第二審依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定原則就該名稱之表徵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之認定，因而駁回再審原告之第三審上訴，核無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之情事。至再審原告上開主張實係指摘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不當，

非屬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自非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得提起再審之訴之事由。再審論旨，求予廢棄原確定判決，

非有理由。 

八、案例分析 

本案原告主張其首創以「Decathlon」作為商標及服務標章，產銷各種

運動器材及提供各種運動訓練等服務，故「Decathlon」係屬原告之著名表

徵，已為相關大眾所普遍認知。被告彰紀公司係曾為原告代工廠商之被告

彰榮公司之關係企業，其明知「Decathlon」係原告夙負盛名之公司名稱、商

標及服務標章，竟以與被告名稱毫不相干之「decathlon.com.tw」搶註網域名

稱，致使本地經銷商或消費者鍵入「Decathlon」，即使施以通常之注意仍

會意外進入被告彰紀公司網站，被告彰紀公司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

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

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其中對於本款

要件如何解釋、認定，本案法院原則上參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處理原則）。例如對於「表

徵」要件，參酌處理原則第 4 點規定：「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

意義之特徵，其得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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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商品或服務。前項所稱識別力，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使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見諸該特徵，即得認知其表彰該商品或服務為某特定事業所產製

或提供。第一項所稱次要意義，指某項原本不具識別力之特徵，因長期繼

續使用，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聯想，該

特徵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另一意義」（台北地院 92 年度訴字

第 4370 號）。再如對於「相同或類似之使用」參酌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

「相同或類似之使用，相同係指文字、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

狀、或其聯合式之外觀、排列、設色完全相同而言；類似則指因襲主要部

分，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注意猶有混同誤認之虞者而

言。」及對於「混淆」參酌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混淆，係指對商品或服

務之來源有誤認誤信而言」（台北地院 92 年度訴字第 4370 號）。 

至於對於「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即參酌處理原則第 10 點

規定：「判斷表徵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應綜合審酌下列

事項︰（一）以該表徵為訴求之廣告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

徵產生印象。（二）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行銷時間是否足使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三）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

市場之銷售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四）具有

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占有率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

徵產生印象。（五）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是否經媒體廣泛報導足使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六）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之品

質及口碑。（七）當事人就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提供具有科學性、公正性

及客觀性之市場調查資料。（八）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最高法院 95 年

度台上字第 1964 號及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更（一）字第 210 號）。尤

其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964 號即以對於「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未參酌處理原則第 10 點規定詳加調查審認明晰為主要理由，廢棄

原判決並發回更審，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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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htc.com.tw 案 

案例概要： 

原告為一經營真空製程設備零組件及模組製造銷售及維修之公司，於

1999 年 9 月就「HTC 及圖」向智財局申請商標，分別於 2002 年 5 月及

2003 年 1 月獲准。被告為從事智慧型手機與掌上型電腦（PDA）之設計與

製造之公司，以公司英文名稱之縮寫「HTC」作為在市場上之名稱，並於

1997 年 7 月 11 日登記「htc.com.tw」為公司網域名稱。原告起訴主張被

告使用「HTC」文字作為其公司名稱及網域名稱侵害其商標權，並請求法

院禁止被告使用「HTC」作為公司名稱、網域名稱或表彰其營業主體或來

源之標識，亦不得使用印製有「HTC」之商品型錄、廣告文書等物品。 

本件第一審桃園地方法院判決認為，原告主張被告使用之「HTC」與

系爭商標雖屬近似，然原告所主張之事實，既係被告以「HTC」文字為其

公司名稱、公司簡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其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而

非被告將「HTC」使用於與原告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則被告所使用

「HTC」之行為，並非商標法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侵害系爭商標權之行為。 

至於原告主張商標法第 62 條部分，一審判決認為，原告所有之系爭商

標並非於社會上一般人所通知，非所謂「著名」之註冊商標，且原告亦未

能舉證證明被告行為是否足致減損原告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結果，

故被告行為不符商標法第 62 條第 1 款要件。此外，原告經營項目為真空製

程設備零組件及模組製造銷售及維修，其客戶皆為需要真空製程之國內半

導體、晶圓或面版廠商，如台積電、聯電、華映、世界先進等；與被告以

智慧型手機與掌上型電腦（即 PDA）之設計與製造為經營項目，完全無關，

所滿足之消費需求亦不同；再衡諸兩造之消費者均須為具一定規模及專業

之電子大廠，被告雖係以「HTC」作為自己公司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

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應不致造成兩造之消費者混淆誤認，故被告上

開使用「HTC」文字之行為，亦不符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規定要件。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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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告既未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自無庸再審究本件有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事由存在，故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被告不服一審判決而提起上訴。第二審台灣高等法院判決亦認為被上

訴人並未違反商標法第 61 及 62 條規定，理由約與一審判決相同。二審判

決更進一步認為，縱認被上訴人使用「HTC」行為侵害上訴人商標權，然

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申請商標註冊之前即登記「htc.com.tw」為公司網域名

稱並開始使用，顯符合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善意使用相同或

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情形，故被上訴人行為不受上

訴人商標權效力之拘束。因此，二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一、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 

原告成立於 86 年 5 月 29 日，而智財局於 91 年 5 月 1 日及 92 年 1 月

16 日先後就系爭商標准原告註冊聯合商標及服務標章。專用期限均至 101

年 1 月 15 日止。被告嗣曾以「HTC 及圖」商標向智財局申請註冊並獲核

准，然經原告提出異議後，智財局審定認為被告商標與原告註冊在先之系

爭商標間確有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乃撤銷被告商標之審定。詎被告仍繼續

使用「HTC 及圖」及繼續使用「HTC」英文文字為其公司名稱或簡稱、

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其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侵害原告系爭商標。 

原告聲明： 

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HTC」文字為其公司名稱、公司簡稱、網

域名稱或其他表彰其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亦不得使用印製有「HTC」

文字之商品型錄、廣告文書或物品、信封、信紙、名片、招牌或其他物品。

原告願以現金或等值之華南商業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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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商標法第 61 條、第 62 條、第 85 條及第 86 條規定。 

被告主張： 

被告去年營業額 363 億元，為全球知名之智慧型手機及 PDA 代工製

造廠商，客戶皆為國際電信大廠，而原告去年全年營業額 9 億元，營業內

容為真空製程相關設備或維修，兩造不論產品、服務或消費者均無發生混

淆誤認之虞或結果。且被告於 86 年 5 月 15 日創立初始，即以「High Tech 

Computer Corporation」為公司之英文名稱，並以其縮寫「HTC」在國際市

場上作為公司名稱，更隨於 86 年 7 月 11 日登記「htc.com.tw」為公司網

域名稱，符合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善意合理使用，且被告不該

當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之「明知」要件。又被告使用「HTC」非作為商

標使用，而係公司英文名稱之簡稱，縱於商標法修正後，被告依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亦為合理有權使用。再被告經變更圖樣設計與變

更指定使用範圍後，依法另行提出商標註冊登記申請，已獲智財局核准，

是被告有權使用「HTC」之文字等語。 

二、桃園地方法院 94 年度智字第 33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主要理由： 

按「商標專用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專用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

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修正前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該條文經修正為現行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商標權人對於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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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

請求防止之。」僅作部分文字修正，實質意義並未變更。而關於侵害商標權

之態樣，86 年 5 月 7 日修正公布之舊商標法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有第 62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之情事者，視為侵害商標專用權」，明示「意圖欺騙

他人，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之圖樣者」

及「意圖欺騙他人，於有關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廣告、標帖、說明書、價

目表或其他文書，附加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圖樣而陳列或散佈者」等

情形應視為侵害商標專用權，嗣於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同年 11 月 28

日施行之商標法，除第 61 條第 2 項修正為「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第 29

條第 2 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外，復於第 62 條規定「視

為侵害商標權」之兩款情形，分別為「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明知為他人著名

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

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

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與「明知為他人註冊之商標，而以該商標中

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

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惟前揭「為侵害商標

權」、「視為侵害商標權」所規定者，僅為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侵害商

標權」之例示規定，雖修正前後文字稍有差異，然均應屬商標法第 61 條

第 1 項「侵害商標權」之內涵。再所謂侵權行為之排除，應以現時存在及

將來可能發生者為對象，若為過去已生之侵權行為，則為損害賠償問題，

此在民法有關侵權行為之規定如是，在商標法之規定亦同，本件原告既訴

請排除被告對系爭商標權之侵害，自應依修正後之現行商標法加以判斷。 

再按「除本法第 30 條另有規定外，下列情形，應得商標權人之同意：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者。於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於

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第 29 條第 2 項各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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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第 61 條第 2 項定

有明文。而查，兩商標是否構成近似，應從隔離異時異地觀察，不得以對

照比較為判斷標準。故縱令兩商標對照比較，能見其差別，然隔離觀察其

總體或主要部分，有足以引起混同誤認之虞者，即屬近似，其附屬部分之

有無差異，要非所問。系爭商標為「HTC 及圖」，原告所主張被告使用者

則為「HTC」，兩者隔離異時異地觀察結果，均明顯可知其英文字母之部

分，除字體之大小寫不同外，並無何實質之差異可言，是雖屬近似無誤。

然原告所主張之事實，既係本件被告以「HTC」文字為其公司名稱、公司

簡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其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亦即被告並非將

「HTC」使用於與原告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故雖被告所使用之

「HTC」與系爭商標近似，亦非上揭法律規定侵害系爭商標權之行為，則

本件原告依上揭法律規定向被告為請求之部分，自無足採。 

又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侵害商標權：明知

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

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

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

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

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商標法第 62

條亦有明文。且本條係以擬制之方式規範「侵害」之態樣，其構成要件須

特別嚴格，故明定須以發生「減損」或「混淆誤認」之結果，始足該當，

此觀行政院就本條規定新增之提案理由即可得知。而本件被告雖不否認有

將「HTC」用於自己公司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

識之行為，是此部分之事實固足認定。然查，原告所有之系爭商標並非於

社會上一般人所通知，自非所謂「著名」之註冊商標，且原告就被告上開

使用行為，是否足致減損原告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結果，亦未能舉

證以實其說，故被告上開行為，不符前述商標法第 62 條第 1 款之要件。

再查，原告之經營項目為真空製程設備零組件及模組製造銷售、真空渦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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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泵、乾式泵及冷凍泵銷售及維修，屬於真空製程相關設備與維修服

務，而真空製程係指半導體、晶圓或面版等電子上游廠商，為減少塵埃之

干擾所需之真空製造環境，故原告之客戶皆為需要真空製程之國內半導

體、晶圓或面版廠商，如台積電、聯電、華映、世界先進等；而被告主要

經營項目僅有兩大類，即智慧型手機與掌上型電腦（即 PDA）之設計與

製造，與真空製程或原告其餘所營項目、服務並無關聯，所能滿足之消費

需求亦各不相同，有被告與他人所簽之契約 4 份附卷可稽。再衡諸兩造之

相關消費者均須為一定規模及專業以上之電子大廠之情，被告雖係以

「HTC」作為自己公司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

識，應不致造成兩造所生產之商品或服務相關之消費者混淆誤認之結果，

故被告上開使用「HTC」文字之行為，亦不符上述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

規定之要件。 

另按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

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且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7 年上

字第 917 號判例意旨亦足參照。本件被告雖有使用與系爭商標近似之

「HTC」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

標識，惟其既非使用於同一商品或服務，又非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

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

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亦

非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

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

費者混淆誤認者，前均已認定無誤，且被告亦曾於 93 年間以「接受客戶

委託依其指定規格設計行動通訊產品」、「行動電話、附資料傳輸之行動電

話、影像電話」為商品或服務名稱而申請就「HTC」為商標註冊，亦經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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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准發第 00000000 號、00000000 號商標註冊證，有上開商標註冊證各 1 份

在卷可憑。足認被告並無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之行為或有侵害之虞之可言。

此外，原告復未能舉證明被告有何侵害系爭商標權或有侵害之虞之事實，則

原告請求被告排除其侵害，核與上揭法律規定之要件即有未合，洵屬無據。 

本件被告並未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之事實，既足認定，則就前開第爭

點即被告有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不受原告商標權之效力

所拘束之事由存在部分，自無庸再予審究。 

三、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智上字第 46 號判決 

判決主文： 

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主要理由： 

又所謂侵害商標專用權者，乃第三人不法妨礙商標專用權之圓滿行

使，而商標專用權人無忍受之義務。侵害須已現實發生，且繼續存在。如

為過去之侵害，則屬損害賠償之問題。所謂有侵害之虞，係侵害雖未發生，

就現在既存之危險狀況加以判斷，其商標專用權有被侵害之可能，而有事

先加以防範之必要，但不以侵害曾一度發生，而有繼續被侵害之虞為必

要。是以得請求排除之侵害，須現尚存在；有無侵害之虞，須就現在既存

之危險狀況加以判斷，是其認定自應依現行有效之商標法規定（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2319 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所謂侵權行為之排除，

自應以侵害已現實發生，且繼續存在，及將來可能發生者為對象，若為過

去已生之侵權行為，則屬損害賠償問題，此在民法有關侵權行為之規定如

是，在商標法之規定亦同。本件上訴人既訴請排除被上訴人對系爭商標權

之侵害，自應依修正後之現行商標法加以判斷，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商

標法修正前即侵害其商標，應適用修正前之商標法云云，容有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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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有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款所規定不受上訴

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之事由存在部分： 

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款規定：「下列情形，不受他人

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一、凡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

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

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三、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

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但以原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為限；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 

本件被上訴人使用「HTC」之行為，並未侵害上訴人系爭商標權，已

如前述，況退步言，縱認被上訴人使用「HTC」行為確有侵害上訴人商標

權之情，惟查被上訴人主張其於 86 年 5 月 15 日創立初始即以「High Tech 

Computer Corporation」為公司英文名稱，並以其縮寫「HTC」在國際市場

上作為公司名稱與他人簽約，且隨於 86 年 7 月 11 日登記 htc.com.tw 為公

司網域名稱，業據被上訴人公司提出公司基本資料查詢、網站註冊資料、

被上訴人於 87 年 1 月 29 日、87 年 2 月 19 日、87 年 5 月 5 日、88 年 2

月 10 日分別與他人所簽之契約 4 份、及各大媒體報導如天下雜誌等資料

可憑，而被上訴人係以智慧型手機與掌上型電腦（即 PDA）之設計與製

造之代工為其最主要之業務，且其客戶均為世界知名大廠，已如前述，而

現今網路發達，以網路推銷或聯絡者為現今商業交易常態，被上訴人須設

立網站對外聯繫及廣告即與常情無悖，被上訴人既於 86 年 7 月 11 日即登

記 htc.com.tw 為公司網域名稱，衡諸現今國際貿易情形，其抗辯自 86 年 7

月 11 日登記後即使用，應屬常態事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雖已登記網

域，但並未於斯時使用，應屬變態事實，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然上訴人

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徒以被上訴人未能提出 86 年間使用「HTC」之文件

證明，即遽認其未於登記後使用，即無可採。況被上訴人並未能預知多年

後會因使用公司簡稱「HTC」而有糾紛，乃未保留當初使用之資料，尚難

執此遽認其並非於申請網域時使用。再者，依被上訴人提出天下雜誌，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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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即 89 年）之報導，其他媒體報導之日期為 2001 年（90 年）6

月、同年 5 月、或是 2001 年（90 年）3 月、4 月，均以「HTC」稱呼被

上訴人，且由 Microsoft 公司網站資料影本，亦證明電腦軟體龍頭廠商

Microsoft 早在 2001 年即於其網站上以「HTC」稱呼被上訴人。由此均足

證被上訴人確實於公司成立之後便使用「HTC」作為公司名稱之簡稱，且

係在 91 年 5 月及 92 年 1 月上訴人就「HTC 及圖」取得本件訴訟所涉之

第 00000000 號聯合商標、第 00000000 號正商標及第 00000000 號服務標

章「之前」，即使先善意用「HTC」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公司簡稱及網域

名稱等。 

被上訴人係於公司設立之後即以「HTC」作為公司名稱之簡稱，已如

前述，縱認上訴人主張其最早申請商標註冊之時間為 88 年 9 月 2 日屬實

（上訴人主張被侵害之系爭商標，係於 91 年 5 月 1 日及 92 年 1 月 16 日

取得註冊），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商標顯係在上訴人申請商標註冊之前，被

上訴人抗辯其係善意且合理使用，即非無據。被上訴人之使用「HTC」既

係屬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自符合商標

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而無侵害上訴人商標權可言。是上訴人

以被上訴人「非屬善意」且非「合理」使用，主張依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反面解釋，應屬侵害其商標權云云，即非可採。 

四、案例分析 

按商標法第 62 條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

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

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

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二、明

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

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者。」本條第 1 款及第 2 款為不同侵害商標權之型態，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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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為要件而第 2 款以「商品或服務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為要件。桃園地方法院 94 年度智字第 33 號判決指出原

告就被告行為，是否足致減損原告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結果，須負

舉證責任。該號判決並且認為兩造之相關消費者均須為一定規模及專業以

上之電子大廠之情，被告雖係以「HTC」作為自己公司名稱、網域名稱或

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應不致造成兩造所生產之商品或服務相

關之消費者混淆誤認之結果，故被告上開使用「HTC」文字之行為，亦不

符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規定之要件。 

次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

之效力所拘束：三、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

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商標權

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本案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智上字

第 46 號判決認為，被上訴人於 86 年 7 月 11 日登記 htc.com.tw 為公司網

域名稱，在上訴人主張其最早申請商標註冊之時間 88 年 9 月 2 日前，縱

認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商標權之情，亦因符合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而免責。 

第七節 vita-mix.com.tw 案 

案例概要： 

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伊於 2003 年 3 月 12 日與訴外人匯格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銷售契約，代理銷售匯格公司 Vita-Mix 蔬果調理機，伊為此向

辦理 vita-mix.com.tw 網域名稱註冊，然被告等竟因參加人 Vita-Mix 公司提

出申訴，而將本件爭議送交專家小組審查，並作成移轉網域名稱之決定，

已侵害伊對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權，因而訴請確認原告就系爭網域名稱擁

有合法之權利與正當利益存在、被告不得將系爭網域名稱予以註銷或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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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第三人使用云云；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則以伊係依照專家小組所為決

定而移轉系爭網域名稱予參加人，伊非決策者；而爭議處理辦法及實施要

點並非定型化契約，且原告另以書面同意由專家小組為判斷，自應受判斷

結果拘束，原告對伊並無確認利益。被告中華電信公司部分則略以伊非契

約當事人，原告對伊並無確認利益云云。 

台北地方法院判決略以：（一）原告就被告所為移轉網域名稱之決定是

否有效，與其己身利益相關，原告對此當有法律上之利益，且被告雖將系

爭爭議交由專家小組決定，但專家小組之決定仍由被告遂行，因此不能以

其非決定者而置身事外，並認原告無確認利益。（二）惟「網域名稱使用契

約」係存在於原告與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間，原告逕向被告中華電信

公司起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三）另參加人 Vita-Mix 公司於 1937 年

即已生產標有 Vita-Mix 之食品調理機持續銷售迄今，原告則於 2003 年 3

月 12 日起始與參加人在台經銷商匯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銷售合約，原

告並無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權。而原告知悉參加人已有 Vita-Mix 商標專用

權，竟將參加人商標中之全部文字 Vita-Mix 用為其網域名稱 vita-mix，文

字完全相同，此一行為足以混淆該調理機商品的消費者誤認該網域名稱所

代表之網站為參加人所經營、授權或台灣分支機構，依我國商標法第 62 條

第 2 款之規定，顯對參加人之商標專用權有所侵害，而駁回原告之請求。 

台灣高等法院則認定：網域名稱之註冊人與第三人間關於網域名稱使

用爭議之處理，性質上雖屬於訴訟外之紛爭解決機構。惟專家小組所為爭

議之決定，倘註冊人或第三人之一方有所不服，彼此間之爭議，仍待另以

訴訟解決。斯時，就該爭議所為之決定，依現行法規範，尚不足以拘束法

院。準此，上訴人與 Vita-Mix 公司間就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爭議，既不服

專家小組之決定，自應以 Vita-Mix 公司為對象，求為訴訟上之決解。上訴

人以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電信公司為被告起訴請求，自屬欠缺訴訟之

權利保護要件，而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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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 

伊於民國 92 年 3 月 12 日與訴外人匯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匯格

公司）簽訂銷售契約，約定由伊代理銷售匯格公司美國原裝 Vita-Mix

（M:10028）蔬果調理機；而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管理台灣區網域名稱之

管理機構，被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則為受理網

域註冊機構，伊為積極推廣前開蔬果調理機銷售事宜，遂向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及中華電信公司辦理 vita-mix.com.tw 網域名稱（下稱系爭網域名稱）

註冊事宜，並於 93 年 5 月 1 日登記註冊完成，其後伊以該網頁作為推銷

販售前開蔬果調理機之服務平台，並依約繳納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費用，

然參加人 Vita-Mix 公司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提出申訴，其主張伊註冊系爭

網域名稱造成他人對其商標混淆，且伊對系爭網域名稱無正當利益，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及中華電信公司以其單方制定之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

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下稱系爭爭議處理辦法）將前開爭議送交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專家小組審查，並作成移轉系爭網域名

稱之決定，實已侵害伊對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權等情。 

原告聲明： 

確認原告就系爭網域名稱擁有合法之權利與正當利益存在。台灣網路資

訊中心、中華電信公司不得將系爭網域名稱予以註銷或移轉予第三人使用。 

相關法條： 

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及商標法第 62 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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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張：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部分：伊依照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

心專家小組所為決定而移轉系爭網域名稱予參加人，伊非決策者，原告對

伊並無確認利益；交通部電信總局依據電信法授權而訂定網際網路位址及

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又前開辦法復授權伊訂定系爭

爭議處理辦法及實施要點，故系爭爭議處理辦法及實施要點非原告所稱

片面制定之定型化契約而不具拘束效力，且其規定內容與世界智慧財產

權組織之規範無異；原告另於 96 年 2 月 8 日以書面同意由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專家小組就該爭議為判斷，自應受判斷結果

拘束。 

中華電信公司部分：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存在於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間，伊非契約當事人，原告對伊並無確認利益；另依據伊與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簽訂之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授權合約，伊處理有關網域名稱註冊、

取消或移轉等相關事宜均須遵守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指示，是伊並無違約

之處；依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第 7 條約定，原告應受系爭爭議處理辦法及

實施要點拘束，且其既同意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專家

小組就該爭議為判斷，自應受判斷結果拘束。 

二、台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3985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因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由參

加人負擔。 

主要理由： 

原告對被告是否有確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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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之。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

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

存在。最高法院 27 年度上字第 316 號判例可資參照。查原告原向被告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註冊核准使用 vita-mix.com.tw 網域名稱使用

權，惟經參加人申訴，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則依其所定網域名稱爭議

處理辦法將前開爭議送交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專家

小組（下簡稱專家小組）審查，並作成移轉系爭網域名稱予參加人之決

定，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必須依專家小組決定，交由授權人被告中華

電信公司執行，原告就被告所為移轉網域名稱之決定是否有效，與其己

身利益相關，原告對此當有法律上之利益，且系爭爭議處理辦法雖交由

上述專家小組決定網域名稱使用爭議，但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我國

網域名稱管理機構，專家小組之決定仍由被告遂行，不能以其非決定做

成者而置身事外，而謂原告無確認利益。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另抗

辯：爭議處理辦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原告於收受決定 10 日內向法院起

訴，被告暫不執行專家小組決定，故系爭網域名稱仍由原告使用，並無

受侵害云云。然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暫停執行，係因原告之起訴，原

告權利究竟存立與否，仍待法院判決定之，其法律地位仍處於受侵害可

能之不安狀態，被告倒果為因而為上開辯詞，尚嫌無據。因而原告請求

對被告確認其有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權，與前述規定並無不符，應予

准許。 

2. 再按網域名稱之註冊使用，乃原告與向網域註冊管理單位（Registry）

之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註冊，再由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授權之註

冊代理機構（Registrar）即被告中華電信公司實際完成註冊。此等法律

關係，乃存在於原告與被告間之「網域名稱使用契約」。註冊代理機構

（Registrar），僅是經網域註冊管理單位（Registry）授權代為實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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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及登錄之工作，故為代理人之地位，並非契約當事人。本件原告既

係簽立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向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註冊系爭網

域名稱，則就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發生爭議，亦只在兩造當事人間。參

以網域名稱使用權，因採先登記先使用，若有爭議始事後審查之機制，

故無排他及對抗第三人之效力，本質上為債權，尚無準物權之效力。是

以，被告中華電信公司並非網域名稱使用契約之當事人，且依其與被告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授權合約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

被告中華電信公司應遵守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關於網域名稱取消或

移轉之指示，且同條第 7 款亦定明關於網域名稱註冊行政事項之協調、

糾紛處理均專屬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職權，被告中華電信公司對本

件網域名稱爭議無從置喙，僅能依照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指示行事，

而原告之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又不能對抗非使用契約之第三人，原告

逕向被告中華電信公司起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就系爭網域名稱是否有合法之權利與正當利益： 

1. 按網域名稱乃係網路瀏覽時，經由具有特定意義字組之輸入以連結至特

定網址而進入特定網站，故其本身具有一定之專有性及識別性。尤其網

路虛擬世界發達後，國家、城市、企業、機構甚或個人，無不使用與自

己名稱、姓名或商標文字有關之網域名稱，提升網路辨識度，增加網路

瀏覽機會，達成交流、交易之目的。網域名稱使用權既屬網際網路之新

興權利，在先登記先使用之下，避免無端佔用、濫用、減損、誤認及混

淆，乃法律規範之首要目標。因而或透過現行法體系民法上姓名權、或

以商標法擅自使用他人商標、公平交易法之不公平競爭加以規範。美國

於 1999 年訂頒「反網路侵佔消費者保護法」（Anti-Cybersquatting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CPA）針對搶註網域名稱加以規範，我國商標法第 62

條於 92 年修正時亦規定明知為他人之著名或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

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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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視為侵害商標權，

均為就網域名稱使用之立法適例。 

2. 經查，參加人 Vita-Mix 公司於 1937 年即已生產標有 Vita-Mix 之食品調

理機持續銷售迄今，已於 1996 年 12 月 10 日向美國聯邦專利商標局註

冊 Vita-Mix 商標，89 年 5 月 16 日則向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冊，取

得家庭及商業用之電動食品加工處理機及電動食品調拌機之商品商標

專用權，且於 1996 年 1 月 30 日以 vita-mix.com 為網域名稱經營網站，

參加人公司名稱本即為 Vita-Mix，且早已以 Vita-Mix 為商標產銷，堪認

參加人確有 Vita-Mix 字組之先使用權。原告則於 92 年 3 月 12 日起始與

參加人在台經銷商匯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銷售合約，代銷參加人之

產品，有銷售合約在卷可稽，原告與 Vita-Mix 字組之關係從其簽訂銷售

合約日，顯然晚於參加人超過 60 年，且至原告申請註冊系爭網域名稱

之 93 年 5 月 1 日止，原告使用期間不過兩年餘，亦少於參加人之 70 多

年，再者其與該字組間之關係不過係參加人在我國經銷商下之代銷商，

與參加人就字組為公司名稱且為商標文字相較，關係顯然薄弱。原告既

在參加人之後使用 Vita-Mix 文字，使用期間不足 2 年，又僅是一代銷商

地位，其就我國網域名稱 vita-mix.com.tw 先為註冊，並無網域名稱之使

用權。縱其將 Vita-Mix 之大寫英文字改為小寫 vita-mix，並增加.tw 國

家網域識別，然其用字仍屬完全相同，不因大小寫有異，且依網路搜尋

之慣例，雖有國家網域識別，仍不影響搜尋引擎之搜尋結果，而有誤導網

路使用人認原告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與參加人具有同一性，原告所為實有

破壞網域名稱之本旨，自不能認有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 

3. 再者，原告既代銷參加人之產品，且就參加人於 89 年 5 月 16 日在我國

取得 Vita-Mix 商標專用權一事亦不爭執，原告自應知悉參加人已有

Vita-Mix 商標專用權，其竟將參加人商標中之全部文字 Vita-Mix 用為其

網域名稱 vita-mix，文字完全相同，此一行為非特足以混淆該調理機商

品消費者誤認該網域名稱所代表之網站為參加人所經營、授權或台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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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機構，依我國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之規定，顯對參加人之商標專用

權有所侵害，原告並無主張使用他人商標文自以為自己網域名稱之合法

權源。即使原告確有銷售參加人之商品，亦不足以據為其有使用參加人

公司及商標名稱做為網路名稱之佐憑，否則任一取得代銷商標專用商品

者，未經商標專用權人同意均可使用商標文字建構自己網域名稱，網

路無遠弗屆下網路交流、交易秩序豈非大亂，網域名稱之功能勢將蕩

然無存，是為保護網域名稱使用權，若無商標專用權人之明確同意，

即不能任意使用商標文字為網域名稱。 

4. 佐諸原告 92 年 3 月 12 日簽訂銷售合約，93 年 5 月 1 日即已完成參加

人商標文字之網域名稱登記，原告既有其公司名稱何不以為網域名稱，

販售未幾何必急於 1 年餘即將他人商標名稱登錄為網域名稱；又原告以

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中有販售其他非參加人品牌之商品，並互作比較一

節，為原告所不爭，且有網頁列印資料存卷足參，原告何不以其他品牌

商品登錄為網域名稱，原告以參加人公司名稱及商標文字註冊為網域名

稱，居心顯然在攀附他人商譽，所稱僅是單純商務行銷云云，亦不可信。

原告另稱其與參加人往來 6 年有餘，亦未遭參加人異議云云，然原告如

何與參加人往來，是否曾明確請示參加人授權使用網路名稱，原告並未

舉證以明其說，此亦不能為被告有利之事實認定。 

三、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126 號判決 

判決主文： 

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因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

由參加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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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 

網域名稱之註冊人與第三人間關於網域名稱使用爭議之處理，性質上

雖屬於訴訟外之紛爭解決機構。惟其（專家小組）所為爭議之決定，倘註

冊人或第三人之一方有所不服，彼此間之爭議，則仍待另以訴訟解決。斯

時，就該爭議所為之決定，依現行法規範，尚不足以拘束法院。準此，上

訴人與 Vita-Mix 公司間就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爭議，既不服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專家小組）之決定，自應以 Vita-Mix 公司為對象，求為訴訟上之決

解。乃上訴人經本院闡明及 Vita-Mix 公司之陳明，猶以台灣網路資訊中

心，及經該中心授權，受理註冊之中華電信公司為被告，求予確認其就

系爭網域名稱有合法之權利與正當利益存在；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

華電信公司不得註銷系爭網域名稱之註冊登記，或移轉該網域名稱予第

三人使用之判決。自屬欠缺訴訟之權利保護要件，而不應准許。 

四、案例分析 

本案的觀察重點在於，原告不以與其發生網域爭議之相對人為被告，

反而以網域註冊管理機構（即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及受理註冊機構（及中

華電信公司）為被告，請求求予確認其就系爭網域名稱有合法之權利與正

當利益存在；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電信公司不得註銷系爭網域名稱

之註冊登記，或移轉該網域名稱予第三人使用。就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部

分，台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3985 號判決認為，原告原向被告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申請註冊核准使用 vita-mix.com.tw 網域名稱使用權，惟經參加

人申訴，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則依其所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將前開

爭議送交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專家小組（下簡稱專家小

組）審查，並作成移轉系爭網域名稱予參加人之決定，被告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必須依專家小組決定，交由授權人被告中華電信公司執行，原告就被

告所為移轉網域名稱之決定是否有效，與其己身利益相關，原告對此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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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之利益，且系爭爭議處理辦法雖交由上述專家小組決定網域名稱使

用爭議，但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我國網域名稱管理機構，專家小組之

決定仍由被告遂行，不能以其非決定做成者而置身事外，而謂原告無確認

利益。另就中華電信公司部分，台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3985 號判決

認為，網域名稱之註冊使用，乃原告與向網域註冊管理單位之被告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註冊，再由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授權之註冊代理機構即被

告中華電信公司實際完成註冊。此等法律關係，乃存在於原告與被告間之

「網域名稱使用契約」。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僅是經網域名稱註冊

管理機構（Registry）授權代為實際處理、審核及登錄之工作，故為代

理人之地位，並非契約當事人。是以，被告中華電信公司並非網域名稱

使用契約之當事人，且依其與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網域名稱受理註

冊授權合約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被告中華電信公司應遵守被告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關於網域名稱取消或移轉之指示，且同條第 7 款亦定明關於

網域名稱註冊行政事項之協調、糾紛處理均專屬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之職權，被告中華電信公司對本件網域名稱爭議無從置喙，僅能依照被

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指示行事，而原告之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又不能對

抗非使用契約之第三人，原告逕向被告中華電信公司起訴，即無理由，

應予駁回。 

然而，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126 號判決明確表示，網域名稱

之註冊人與第三人間關於網域名稱使用爭議之處理，性質上雖屬於訴訟外

之紛爭解決機構。惟其（專家小組）所為爭議之決定，倘註冊人或第三人

之一方有所不服，彼此間之爭議，則仍待另以訴訟解決。斯時，就該爭議

所為之決定，依現行法規範，尚不足以拘束法院。準此，上訴人（即原告）

與 Vita-Mix 公司間就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爭議，既不服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專家小組）之決定，自應以 Vita-Mix 公司為對象，求為訴訟上之決解。

上訴人經本院闡明猶以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及經該中心授權，受理註冊之

中華電信公司為被告，求予確認其就系爭網域名稱有合法之權利與正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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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存在；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電信公司不得註銷系爭網域名稱之註

冊登記，或移轉該網域名稱予第三人使用之判決，自屬欠缺訴訟之權利保

護要件，而不應准許。 

第八節 icrtmall.com.tw 案 

案例概要： 

原告於 2004 年註冊網域名稱「icrtmall.com.tw」，從事網路百貨商品

之批發買賣。被告則係從事廣播節目供應服務並販售英語教學商品，於

1979 年起以「ICRT」作為其所屬電台提供服務及商品之表彰，並於 1993
年註冊該商標權使用於電台廣播、利用網路連線方式提供教育及資訊服務

等商品及服務，更於 2006 年就網路購物及郵購服務等，向智慧財產局申請

註冊「ICRT MALL」商標。被告曾向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即台北律師公

會提出申訴，請求取消原告網域名稱，台北律師公會做出取消原告網域名

稱之決定。原告主張其註冊該「icrtmall.com.tw」之網域名稱係非惡意，且

係真正為經營商業活動，起訴向法院請求確認原告對系爭網域名稱有合法

使用權限或正當利益，並撤銷台北律師公會之決定。 
本案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就原告請求確認其對系爭網域名稱有合法之使

用權限或正當利益存在之部分，其認為原告與被告間並無網域名稱使用法

律關係之存在（網域名稱使用契約乃存在於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

並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駁回其訴。而另就撤銷台北律師公會

之決定部分，本案判決認為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

理辦法第 6 條之規定，並未賦予原告撤銷權，原告並無由依此規定提起撤

銷之訴。又，原告如欲停止台北律師公會專家小組決定之執行，應向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提起訴訟，倘經法院判決認定其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網域

名稱使用法律關係存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即無從執行上開專家小組之決

定，因此原告並無於本案提起此件撤銷之訴的必要。據此，駁回原告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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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 

原告係從事百貨商品之批發買賣業，銷售通路涵蓋店鋪實體通路與網

路購物通路，因有感於網路消費之市場日趨成熟，故以「網路傳播零售交

易購物中心」（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tail Trade Mall），取其字首縮寫，

並於其後加強其購物交易屬性字眼（Mall），於民國 93 年 6 月間向財團法

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即 TWNIC，下稱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及中華電信

數據通信分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註冊網域名稱為「icrtmall.com.tw」

（下稱系爭網域名稱），透過網際網路之經營模式，擴大公司經營規模，

並於 94 年 2 月委託雙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雙佑公司）向被告經營

之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adio Taipei，下稱

ICRT 電台）簽訂 icrtmall.com.tw 之廣告合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原告不僅在 ICRT 電台投入大量廣告費用宣傳系爭網域名稱，更曾在

時報週刊上宣傳系爭網域網路平台與 ICRT 電台及亞威德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三方共同宣傳銷售之商品，另外，在網購定位及網路流量上，原告亦獲

得台灣地區百貨業領導品牌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之邀請，與其實體

賣場結合，藉由實體賣場宣傳系爭網路平台之商品品質，並藉由系爭網路

平台為實體通路之商品作無遠弗屆之曝光。 

嗣 ICRT 電台竟於 95 年 5 月 25 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

申請註冊「ICRT MALL」商標，無限上綱擴充 ICRT 所營項目，ICRT 電

台係從事廣播節目供應服務，本身並無網路交易平台，現有頁面之 ICRT 

Store 係連結 3C Home 網路購物及博客來網路書店，顯見其並無提供透過

電腦網路進行交易之行為，ICRT 電台在其網頁首頁上使用 ICRT Store 之

連結，卻不註冊 ICRT Store 商標，反而剽竊註冊原告大力宣傳之商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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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可議，被告復於 96 年 8 月 29 日向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之台北律師

公會提出申訴，詎該公會不察，竟作出將系爭網域名稱取消之決定。 

按註冊人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登記使用網域名稱均係先到先

選，先登記先占用，申請人只要按時繳費，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即不得任意

撤銷網域名稱，故網域名稱之註冊人非必為同名商標專用權人，網域名稱

亦非必由同名商標專用權人取得。原告自 93 年 6 月間即已開始使用系爭

網域名稱特取部分「ICRT MALL」於其營業網站，至於被告所享有之

「ICRT」指定使用於一般消費品之網路購物及郵購服務等服務項目之第

00000000 號註冊商標係遲至 95 年 5 月 25 日才向智慧局提出申請。依商

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前段之規定，實為調和先使用權與商標權人之

例外規定，其性質上本難完全避免關於服務提供來源混淆之可能，被告指

摘系爭網站標示涉有侵害其商標權，尚難謂適法有據。況原告已於網頁頁

尾註明「頁面內容、銷售及客戶服務由森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獨家提供」

以資區別，應不致造成消費者混淆。且原告自註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後，

即利用其發展網際網路市場，並實際透過系爭網域名稱進行各式商品銷售

之商業活動，其中與 ICRT 電台及亞威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銷售之

「Jeffrey's 英文急診室」更有高達新台幣數十萬元之銷售業績，應已達商

業經營之目的。另被告於依系爭契約提供廣告期間，並提供其所屬

icrt.com.tw 之網頁首頁連結，將相關商品之網路交易行為，連結至原告所

有系爭網域進行交易，更參與原告所屬系爭網域名稱大量網站行銷活動之

網頁合作及網頁連結，顯見原告並非惡意登記系爭網域名稱，且係真正為

經營商業活動，足堪認定原告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存在。 

原告聲明： 

確認原告對系爭網域名稱有合法之使用權利或正當利益存在。台北律

師公會案號 96 年網爭字第 3 號專家小組決定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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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張： 

被告於 68 年間業經行政院新聞局以 68 年 10 月 8 日（68）瑜廣二字

第 12225 號函核准設立迄今，其下所屬之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係從事

廣播節目供應服務及販售相關英語教學商品等業務，其於 68 年 4 月 16

日午夜開始營運廣播，聽眾遍及全台灣，長久以來為全國性知名英語廣

播電台。自 68 年起被告即以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之外文特取名稱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adio Taipei」各單字之字首字母組合獨創而

成「ICRT」，用以作為被告所屬電台所提供服務及商品之表彰，具有相當

顯著性，並於 82 年 6 月 1 日起陸續獲准註冊號碼第 00000000 號、第

00000000 號、第 00000000 號、第 00000000 號、第 00000000 號、第 00000000

號等數項商標權之註冊登記，廣泛指定使用於電台廣播、印刷出版品、利

用網際網路連線方式提供教育之顧問及資訊服務等商品及服務，又被告就

網路購物及郵購服務、利用電腦網路、透過電子通訊網路提供教育及娛樂

之資訊服務及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各種資訊服務等方面，亦於 95 年 5 月 25

日向智慧局申請註冊「ICRT MALL」商標，業經獲准註冊號碼第 00000000

號註冊在案。 

嗣被告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查詢後，發現原告竟已於 93 年 6 月 16 日

搶先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惟原告中文公司名稱為「森丘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其於 TWNIC 所登記之英文名稱為「Seanchiu International Co., Ltd.」，

原告本身及其中英文名稱與 ICRT 並無任何關連，亦無任何與 ICRT 有關

之註冊商標、標章、姓名等標識，且被告亦從未同意或授權原告使用

「ICRT」商標或標章。反之，ICRT 則係被告所屬廣播電台「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adio Taipei」名稱各單字之字首字母組合，乃被告所獨創

之用語而非通用名詞，具有高度之顯著性，系爭網域名稱之主要部分

「ICRT MALL」與被告之 ICRT 商標在外觀、讀音均有高度近似性，一般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網路使用者縱施以通常之注意，仍有產生混淆誤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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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原告竟以足以產生混淆之系爭網域名稱申請註冊，並建置「icrtmall. 

com.tw 購物網站」，販售英語學習、美妝保養、生活百貨等各類產品，企

圖以被告名義混淆消費者視聽，將「ICRT MALL」視為被告或 ICRT 所經

營之網路購物相關事業或有合作關係。 

目前網際網路註冊之普世習慣，均係以公司之名稱或商標作為註冊

名稱，易言之，網域名稱與公司名稱或商標間，必有相當之關聯性，使

人一望即知網域名稱與其所表彰公司間之一致性。原告固稱其是取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tail Trade Mall」之各單字字首縮寫作為網路

購物平台之網址名稱云云。然原告於公司登記之英文名稱為「Seanchiu 

International Co., Ltd.」，與系爭網域名稱「ICRT MALL」毫無關連，亦未

曾以 ICRT 取得任何商標之註冊，實難令人聯想系爭網域名稱與原告公司

間之關係，反而使人聯想係被告 ICRT 所屬網站，誤認係出自相同主體來

源之關係，將因此使許多不明究裡之人進入原告網站內，而達到原告所預

期之攔截效果，此種誤導、混淆大眾認知之攔截手段，已大大提升原告搶

先以系爭網域名稱註冊後待價而沽之價值，並已妨礙被告使用其登記使用

數十年之著名商標權利。此外，原告於本件起訴前之申訴答辯理由亦自承

其係於被告註冊「ICRT MALL」商標後，始於網頁首頁加註前開「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tail Trade Mall」之小字，更令人疑其係於事後隨意拼湊

之英文單字作為掩護其惡意搶先註冊網域名稱之手段。另徵諸原告網站首

頁，其刻意將其中「ICRT」字眼以黑色粗體字加深，意圖誘導消費者使

誤認該網址與被告 ICRT 出自同一主體來源關係，顯見其惡意註冊或使用

與被告商標相同之系爭網域名稱，已足使人產生誤導混淆之結果，核無其

自稱之善意可言。 

原告聲稱其委託訴外人雙佑公司與被告簽訂廣告合作契約云云，惟查

系爭契約係雙佑公司與被告間之廣告託播關係，被告並不知雙佑公司與原

告間有何委託關係，原告既非契約當事人，自不因系爭契約而取得註冊或

使用相同於被告著名商標網址之合法權利。況系爭契約第 9 條已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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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T MALL』為乙方（即被告）之專屬名稱，未經乙方書面授權甲方

不得使用於其他任何與本合約無關之宣傳。甲方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將與

『ICRT MALL』相同或類似之名稱向主管機關申請有關『ICRT MALL』

之商標權、名稱專用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縱原告與雙佑公司間果有

宣傳廣告之委託關係，原告亦不因而取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被告著名商標

之網域名稱之合法權利。 

原告提出雙佑公司託播廣告之網頁畫面與收據及原告註記有

「Jeffrey's 英文急診室」之收據，核與系爭網域名稱無涉，尚難證明原告

就系爭網域名稱具合法權利或正當利益。另原告提出於時報周刊刊登之廣

告頁乙紙及與百貨公司合作之現場照片，亦難據認定原告使用系爭網域名

稱已達一般大眾所熟知之狀態。原告意圖攀附被告多年累積聲譽，藉由搶

先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企圖混淆視聽，使網路消費者將系爭網域名稱視為

被告或 ICRT 所經營之網路購物相關事業或有合作關係，進而牟取商業利

益，該等行為業已符合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下稱「網

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即

台北律師公會專家小組決定並無任何不當之處，故原告之訴顯無理由。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有排除搶先註冊相同或近似他人商標

或名稱之網域名稱註冊權利申訴規定之明文，以避免有欲藉由搭他人商譽

便車，達成其牟取商業利益目的之行為，是以搶先註冊網域名稱者並非當

然擁有合法權利或正當利益，是以原告主張其依商標法第 30 條規定因善

意先使用商標而不受被告商標權拘束係顯無理由。 

二、台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智字第 81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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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

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

第 247 條第 1 項、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

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

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

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依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第 2 條之規定：「本

規章所稱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係指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取得交

通部電信總局備查及國際組織認可，負責管理.tw 頂級網域名稱，並提供

網域名稱系統正常運作及相關註冊管理服務事項。」，依該規章第 6 條之

規定：「申請網域名稱時，須備具本中心申請條件，並於線上填具網域名

稱申請同意書，並將所申請之網域名稱依本中心公告之申請條件，填具相

關資料。」，是以網域名稱之註冊使用，乃原告向網域名稱註冊管理單位

即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註冊，再由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授權之註冊代理

機構即中華電信公司實際完成註冊，此等網域名稱之使用法律關係，乃存

在於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之網域名稱使用契約，是以有關原告對系

爭網域名稱是否有使用權利或正當利益存在，亦即系爭網域名稱之取消或

移轉，悉應依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網域名稱使用契約之內容定之。

至於被告雖主張其為「ICRT」及「ICRT MALL」之商標權人，而依網域

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之規定向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即台北律師公

會提出申訴，嗣經台北律師公會於 96 年 10 月 16 日以 96 年網爭字第 3 號

決定書作成取消系爭網域名稱之決定，然本件原告既係簽立網域名稱申請

同意書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則就系爭網域名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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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發生爭議，亦只在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被告尚無從因此而成

為網域名稱使用法律關係之當事人。參以原告訴訟代理人亦自承：「（兩造

間是否對於何人有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有爭議？）是。（網域名稱使用契

約是否存在於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間？）是，我們是透過中華電信

繳交註冊費及管理費給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等語，則兩造間既無網域名

稱使用法律關係存在，而原告復非以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在

與否為本件確認之訴之標的，參以首揭說明，原告依法自不得向被告提起

本件確認之訴。 

至原告另訴請撤銷台北律師公會 96 年網爭字第 3 號專家小組決定乙

節，據原告訴訟代理人供稱係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

管理辦法第 6 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然上開規定之內容僅為「網域名稱

之註冊採先申請先發給原則」，上開規定並未賦予原告撤銷權，原告尚難

憑上開規定提起本件撤銷之訴。況依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

業務規章第 26 條規定：「客戶同意如與第三人就其所註冊之網域名稱產生

爭議時，悉依本中心所公布之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辦法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等

相關規定處理。前項之規定，不妨礙客戶或第三人向法院提出有關該網域

名稱之訴訟權利。」，第 27 條則規定：「本中心應依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

序規定，根據專家小組所作成之決定，移轉或取消網域名稱。客戶除得依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另行提起訴訟暫停決定之執行外，不得對本中心為

任何訴訟上請求。」，是以原告倘欲停止上開專家小組決定之執行，自

應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提起訴訟，倘經法院判決認定其與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之網域名稱使用法律關係存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即無從執行上開

專家小組之決定，是以原告尚無提起本件撤銷之訴之必要。 

綜上所述，原告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辦法

第 6 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訴請確認原告對系爭網域名稱有合法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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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或正當利益存在及撤銷台北律師公會案號 96 年網爭字第 3 號專家小

組決定，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三、案例分析 

本案就原告以爭議相對人為被告，請求確認對於爭議網域有合法之使

用權利及正當利益存在部分，法院見解大致上與上述台北地方法院 97 年

度智字第 18 號判決（參照本書第三章第十節）見解相同，亦即原、被告

間不存在網域名稱法律關係（存在於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準此，

原告確認請求不應准許。 

另外，原告尚且訴請撤銷台北律師公會 96 年網爭字第 3 號專家小組

決定，法院認為原告訴訟代理人雖稱係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

名稱註冊管理辦法第 6 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然上開規定之內容僅為

「網域名稱之註冊採先申請先發給原則」，上開規定並未賦予原告撤銷

權，原告尚難憑上開規定提起本件撤銷之訴，亦值得注意。 

第九節 信義案 

案例概要： 

原告於 1989 年及先註冊「信義」為商標，使用於各式建築物之營建、

代理租售之服務，並於 1998 年起將註冊該商標使用於室內裝潢設計、室內

裝潢工程、園景設計及造景等服務項目。「信義房屋」並於 1993 年經經濟

部中央標準局（智財局前身），核定為「著名商標」。被告則為室內裝潢業，

以「信義」房屋裝潢網之名義經營室內裝潢工程相關之業務，並於 2007
年 2 月 12 日以「信義」商標作為公司登記名稱「信義房屋裝潢網有限公司」

之特取部分，同時以之為網域名稱的特取部分。原告以被告侵害其商標權，依

商標法第 61 條、第 62 條、第 64 條，及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及第

30 條，禁止被告使用「信義」作為其公司名稱及網域中文名稱之特取部分。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136 

本件地方法院判決先以原告之市場佔有率、媒體宣傳廣告、銷售能力、

信譽及服務品質等，肯認原告所有之商標為著名商標。並參考經濟部對於

商標審查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第 4 點之規定所列的八項要素：「1、

商標識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服務是否類

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

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

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認為被告使用之信義房屋裝潢網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雖與原告系爭註冊商標之「信義」不同，但其識別重點之中文字

完全相同，以一般具備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通常之辨別及注意，異

時異地隔離及通體觀察，顯有混淆誤認之虞，衡諸一般消費者之認知，亦

難以區別其不同，足認被告將原告註冊之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標營

業主體之標示，已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發生混淆或誤認之情形。另外，

本判決並認定被告明知「信義」為原告著名之註冊服務標章，仍使用相同

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之名稱、網域名稱及其他標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

致減損原告之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及明知為他人註冊之商標，且以

該商標之中文文字作為自己公司之名稱、網域名稱及其他標營業主體或來

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應視為商標權之侵害，而

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善意合理之使用的適用。 

據此，地方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信義」

作為其公司名稱及其網域中文名稱的特許部分，並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

請變更其公司中文名稱特取部分為「信義」以外之名稱，向財團法人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變更其網域中文名稱特取部分為「信義」以外之名稱。 

一、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 

原告於民國（下同）78 年間即已取得第 36519 號「信義」商標之註

冊，指定使用於各式建築物之營建、代理租售業之服務，至於在室內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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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室內裝潢工程、園景設計及造景等服務項目亦於 87 年起先後取得

註冊第 96100 號、第 96418 號、第 122622 號、第 126368 號等多件以「信

義」為商標圖樣之商標在案，上開各該商標均仍在商標專用權期間，依法

應受商標法之保護，且原告為國內房仲業之龍頭，以「信義」商標從事房

屋仲介、室內設計裝潢或房屋諮詢顧問等服務已達數十年，在業界頗具知

名度，故「信義房屋」已成為原告提供服務之識別標誌，在台灣地區已成

無人不知之程度，且於 82 年經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智慧財產局前身，以

下簡稱智產局）以中台異字第 820918 號服務標章審定書核定為「著名標

章」，合先敘明。被告為室內裝潢業，依據被告以「信義」房屋裝潢網之

名義經營室內裝潢工程相關之業務，記載其服務項目包括房屋健康檢查、

房屋修繕、室內／室外裝潢整修、設計規劃／施工、油漆、地磚、輕鋼架、

輕隔間、窗簾、壁紙、地毯、泥作工程、抓頁），與原告系爭商標指定使

用之室內裝潢工程、土木建築漏／防漏工程、鋁／鐵窗工程、防蝕／防繡

工程等業務工程之修繕、防漏工程施工、油漆施工、室內裝潢設計等服務

項目相同或類似，復以被告公司名稱前四字亦為「信義房屋」，已足使相

關消費大眾將被告公司名稱與原告系爭商標產生聯想，認為兩者間具有特

定之關聯，進而將原告所提供之服務與被告提供之服務來源發生混淆誤

認，故被告以系爭商標文字作為公司名稱及網域名稱，詎被告未得原告同

意下，於 96 年 2 月 12 日竟以系爭「信義」商標作為其公司登記名稱「信

義房屋裝潢網有限公司」之特取部分，並同時以之為被告之網域名稱之特

取部分，顯屬惡意抄襲，而非商標法第 30 條「善意」使用，並有利用原

告之知名度之搭便車行為。 

相關法條： 

商標法第 61 條、第 62 條及第 64 條，及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及第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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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聲明： 

禁止被告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信義」作為其公司及其網域中文名稱之

特取部分。被告應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變更其公司中文名稱特許部分

為「信義」以外之名稱，並應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申請變更其網域中文名稱特許部分為「信義」以外之名稱。被告應負擔費

用將本件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第 1 項之內容，以不得小於新聞類

之 6 號字體，刊載於中國時報全國版 A＋B 版報頭下（面積 14 公分×5

公分）及聯合報全國版甲＋乙版報頭下（面積 13.5 公分×5 公分）各乙日。 

被告主張： 

原告為社會大眾所熟悉之營業項目乃仲介業，由原告公司名稱即明，

而由被告公司名稱即知被告所營事業為裝潢工程，二者營業項目不同，於

網頁中被告公司名稱旁並加註「非信義房屋相關企業」，符合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善意合理之使用」，況「信義」二字，於 71 年 8 月

16 日已由李清埤註冊，專用期限至 81 年 6 月 30 日，於智慧財產局檢索

可查知，原告怎能於 78 年 6 月 16 日、86 年 12 月 1 日、89 年 3 月 16 日、

89 年 7 月 16 日完成註冊「信義」商標，無非「信義」為四維八德中之文

字，並不能作為自己的商標，為公用之文字財產，被告公司名稱並無違反

公平交易法、涉及侵害原告商標權，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二、板橋地方法院 97 年度智字第 14 號判決 

判決主文： 

禁止被告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信義」作為其公司及其網域中文名稱之

特取部分，被告應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變更其公司中文名稱特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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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義」以外之名稱，並應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變更其網

域中文名稱特取部分為「信義」以外之名稱。被告應負擔費用將本件判決

書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第一項之內容，以不得小於新聞類之 6 號字體，

刊載於中國時報全國版 A＋B 版報頭下（面積 14 公分×5 公分）及聯合報

全國版甲＋乙版報頭下（面積 13.5 公分×5 公分）各乙日。訴訟費用由被

告負擔。 

主要理由： 

原告所有商標，自 78 年間完成註冊以來，經過十餘年之努力，已建

立其知名度及市場占有率，且於全省、北、中、南各區廣設直營店，透過

報章、雜誌、電視、等傳播媒體廣泛宣傳廣告，其於房屋仲介之銷售能力

更名列前矛，其服務標章之信譽及服務品質，已為國內一般消費者所熟

知，且經天下雜誌評定為五百大企業，據租賃報導所載，原告以其長期經

營之企業形象，已於客戶中建立良好形象和口碑，深諳房地產交易安全之

重要，並成為唯一股票上市之房屋仲介公司，每股盈餘高居房地產業者獲

利之冠，有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服務標章異議議定書、天下雜誌、租賃報導

可按，堪認已為消費者所熟悉。原告主張其為著名商標，自為真實。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92 年 11 月 28 日施行），除第 61

條第 2 項修正為「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第 29 條第 2 項各款規定情形

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之外（第 29 條第 2 項各款為：一、於同一商品

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

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三、於同

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者），另於第 62 條規定「視為侵害商標權」之兩款情形，分

別為「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

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

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140 

與「明知為他人註冊之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

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者」，惟前揭「為侵害商標權」、「視為侵害商標權」所規

定者，僅為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侵害商標權」之例示態樣，雖修正前

後文字稍有差異，然均應屬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侵害商標權」之內涵。

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規定，商標專用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專用權者，得

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所謂侵害，乃第三人不

法妨礙商標專用權之圓滿行使，而商標專用權人無忍受之義務。侵害須已

現實發生，且繼續存在。如為過去之侵害，則屬損害賠償之問題。所謂有

侵害之虞，係侵害雖未發生，就現在既存之危險狀況加以判斷，其商標專

用權有被侵害之可能，而有事先加以防範之必要，但不以侵害曾一度發

生，而有繼續被侵害之虞為必要。又依同法第 77 條規定，前揭規定於服

務標章準用之，因此，依據商標法第 62 條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明

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

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

之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及明知為他人註冊之商標，而

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

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均視為侵害

商標權。 

經濟部對於商標審查定有「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第四點為：「判

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之參考因素判斷二商標間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應參考

之相關因素，經綜合參酌國內外案例所提及之相關因素，整理出下列八項

因素：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

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

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

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其中就「商品或服務是否

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並規定：「5.3.1.商品類似之意義係指二個不同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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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功能、材料、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

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商品消費者誤

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此二個商品間即存在類似

的關係。同理，服務類似係指服務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

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

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

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而言。」、「商品或服務分類係為便於行政管理及

檢索之用，商品或服務類似與否之認定，尚非絕對受該分類之限制」、「5.3.3

為便於規範在商標相同或近似時，需相互檢索之商品或服務範圍……至於

個案仍應參酌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就商品或服務之各種因素為

斟酌」「5.3.11 商品與服務間亦存在有類似的情形，例如服務之目的若在

提供特定商品之銷售、裝置或修繕等，則該服務與該特定商品間即存在有

類似之關係。」，按被告使用之信義房屋裝潢網有限公司，公司名稱雖與

原告系爭註冊商標為「信義」不同，然其識別重點之中文字完全相同，以

一般具備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通常之辨別及注意，異時異地隔離及

通體觀察，顯有混淆誤認之虞，衡諸一般消費者之認知，亦難以區別其不

同。綜上，足認被告將原告註冊之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表彰營業主

體之標識，已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之情形。 

凡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

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

作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

第 1 款雖載有明文。被告未得商標權人即原告同意，明知為「信義」為著

名之註冊服務標章而使用相同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

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原告之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及

明知為他人註冊之商標，且以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網域

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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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者，應為為侵害商標權，應無前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善意合

理使用之適用。 

被告既有侵害原告商標權之事實，原告依據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後

段規定，請求判令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信義」作為其公司名稱其網

域中文名稱之特取部分，並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變更其公司中文名稱

特取部分為「信義」以外之名稱，並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變

更其網域中文名稱特取部分為「信義」以外之名稱，自屬有據。又商標權

人得請求由侵害商標權者負擔費用，將侵害商標權情事之判決書內容全部

或一部登載新聞紙。商標法第 64 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費用

將本件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欄第一項之內容，以不得小於新聞類

之 6 號字體，刊載於中國時報全國版 A＋B 版報頭下（面積 14 公分×5 公

分）及聯合報全國版甲＋乙版報頭下（面積 13.5 公分×5 公分）各乙日，

本院審酌刊登之版面面積、被告侵權情節、原告信譽所受損害等情狀，認

為原告之請求，尚屬適當。 

三、案例分析 

本案原告提起給付訴訟，禁止被告使用原告註冊商標「信義」作為

被告網域中文名稱特取部分。法院肯認原告所有「信義」為著名註冊商

標，並依據商標法第 62 條規定認為，被告明知為他人著名註冊商標而

使用於其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有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可能，視為侵害商標權，並依據商標法第 61 條規定判命被告應向財團

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變更其網域中文名稱特取部分為「信義」以

外之名稱。 

至於如何判斷混淆誤認，法院參考經濟部對於商標審查定有「混淆誤

認之虞審查基準」第四點：「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之參考因素判斷二商

標間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應參考之相關因素，經綜合參酌國內外案例所提

及之相關因素，整理出下列八項因素：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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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

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

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

素。」其中就「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並規定：「5.3.1.商

品類似之意義係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

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

場交易情形，易使商品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

源，則此二個商品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同理，服務類似係指服務在滿足

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

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

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而言。」、「商品

或服務分類係為便於行政管理及檢索之用，商品或服務類似與否之認定，

尚非絕對受該分類之限制」、「5.3.3 為便於規範在商標相同或近似時，需

相互檢索之商品或服務範圍……至於個案仍應參酌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

交易情形，就商品或服務之各種因素為斟酌」「5.3.11 商品與服務間亦存

在有類似的情形，例如服務之目的若在提供特定商品之銷售、裝置或修繕

等，則該服務與該特定商品間即存在有類似之關係。」 

第十節 googlemap.com.tw 案 

案例概要： 

原告於 2007 年 7 月 25 日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取得「googlemap. 

com.tw」網域，而被告乃全球最大之搜尋引擎供應商，「Google」為其公司

名稱之特取部分，其並於 2000 年起陸續取得「Google」商標於我國之註冊，

並登記網域名稱「googlemaps.com.tw」「googlemaps.com」。被告以原告

之網域名稱與其構成近似，而於 2007 年 10 月 11 日向財團法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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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申訴，請求取回該網域名稱，科法中心並做成該

網域名稱應移轉於被告之決定。就此，原告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訴訟，請

求確認原告擁有「googlemap.com.tw」網域之合法權益。 

本件法院判決認為網域名稱之使用的法律關係，乃是存在於原告與台

灣網路資訊中心之間之網域名稱使用契約，而被告雖為「Google」之商標

權人，依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之規定向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

訴，而由該處理機構作成應將網域名稱移轉於被告之決定，但本件原告既

係簽立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註冊系爭網域名稱，

則就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發生爭議，亦只在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

被告尚無從因此而成為網域名稱使用法律關係之當事人。因此原告並無提

起本件確認之訴的訴之利益，其訴應予駁回。 

一、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 

伊於民國 94 年 6 月 11 日以合法程序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申請「googlemap.com.tw」網域（下稱系爭網域），於 96 年 7 月 25 日合法

取得。詎被告竟於 96 年 10 月 11 日向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

心（下稱科法中心）申請取回網域，科法中心不查而對被告為有利之決定。

世界各國之網域名稱法或是國際法，皆未規定域名屬於智慧財產權保護之

範圍，而網域名稱和商標各為獨立之識別體系，原告取得前述網域時，被

告並未擁有和前述網域對應相同名稱之商標權，自無權表彰該相似網域為

其所有。且國際皆有類似 TWNIC 之機構，主要發展各國業務及不同屬性

的公司登記，自不得認被告有 Googlemaps 的網域，及擁有 Googlemap 的網

域。再者，被告不合理誇大自己的商標專用權，利用反向網域名稱侵奪之

方式，迫使註冊人轉址或放棄與其商標相同或近似的網域名稱，達到自己

使用該網域名稱之目的。在網域名稱註冊人未給商標人帶來不利益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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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應對商標權的保護範圍做適當之限制。原告為該網域名稱所有權

人，被告對該商標權為主張，致使原告在使用該網域之法律地位不確定。 

原告聲明： 

確認原告擁有「googlemap.com.tw」網域之合法權益。 

被告主張： 

被告為全球最大搜索引擎供應商，「Google」為被告公司名稱特取部

分，並為被告所擁有之著名商標，以「Google」搜索引擎服務聞名全球外，

並提供一系列線上服務，計有「Google Maps」、「Google Earth」、「Google 

Sketch Up」、「Google Moon」、「Google Mars」等等。其中，「Googlemaps」

係提供各種電子地圖服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電子地圖網站。同時，被告

更在全球以「Googlemaps」為網域名稱主要部分設立在地化網站。由於

「Googlemaps」網站帶給網路使用者極大的方便，故廣受全球電腦使用者

喜愛並爭相宣傳，故「Googlemaps」已成為相關使用者所普遍認知的表徵

並成為著名商標。 

原告網域名稱與被告所擁有著名商標「Google」及先註冊並使用

「googlemaps.com.tw」、「googlemaps.com」之網域名稱構成近似，致遭被

告否認其擁有合法權利，進而向科法中心提出申訴，科法中心並做成系爭

網域名稱應移轉予被告之決定。 

就字義而言，系爭網域名稱中特取部分「Googlemap」極易使一般大

眾聯想為由「Google」所提供之「地圖」（Map）服務，而與被告所創設

並於全球獲得申請註冊之「Google」商標構成近似，且「Googlemap」乃

是「Googlemaps」之單數詞，故極有可能造成網路使用者的混淆誤認，而

認為系爭網域名稱為申訴人所設立為提供相關服務之網站。原告於註冊系

爭網址時所使用英文名稱為「Wisdom United」並無從與「Googlemap」一

詞產生任何聯想，原告亦無「Googlemap」之商標權，卻以之做為網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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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特取部份而申請註冊。其行徑除已構成侵害被告商標權外，更有誤導網

路使用人認為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與被告網站具有同一性，或造成其誤認

系爭網域名稱所代表之網站為被告所經營、授權之台灣地區官方網站。 

被告早於民國 89 年起即陸續取得「Google」商標於我國之註冊，

「googlemaps.com.tw」及「googlemaps.com」亦早於系爭網域名稱之註冊，

且「googlemap.com」亦是被告所有。原告自登記系爭網域名稱後，雖一

直未有任何實際使用行為，然而原告以不具權利或正當利益之系爭網域名

稱申請註冊，在客觀上即有可能削弱申訴人著名「googlemaps.com」、

「googlemaps.com.tw」網站、「Google」及「Googlemaps」商標之高度識

別性，並非如原告所謂系爭網域名並不影響被告任何正當利益。而另一方

面，如原告一旦使用之，網路使用者即將因而誤以為系爭網域名稱乃是被

告所經營網址，而使網路使用者錯失資訊交流的機會。原告於起訴狀所附

關於被告不利之報導，乃是有關網路使用者上傳影片之著作權問題，除與

事實有所出入外，與本件網域名稱爭議案件毫無關連。 

二、台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智字第 18 號判決 

判決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主要理由：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

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

第 247 條第 1 項、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

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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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

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依卷附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第 2 條規定：「本

規章所稱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係指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取得交

通部電信總局備查及國際組織認可，負責管理.tw 頂級網域名稱，並提供

網域名稱系統正常運作及相關註冊管理服務事項。」，第 6 條規定：「客戶

申請網域名稱時，須備具本中心申請條件，並於線上填具網域名稱申請同

意書，並將所申請之網域名稱依本中心公告之申請條件，填具相關資

料。」，是以網域名稱之註冊使用，乃原告向網域名稱註冊管理單位即台

灣網路資訊中心註冊，再由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授權之註冊代理機構

即中華電信公司實際完成註冊，此等網域名稱之使用法律關係，乃存在於

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之網域名稱使用契約，是以有關原告對系爭網

域名稱是否有使用權利或正當利益存在，亦即系爭網域名稱之取消或移

轉，悉應依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網域名稱使用契約之內容定之。至

於被告雖為「Google」之商標權人，而依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之

規定向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即科法中心提出申訴，嗣該中心作成系爭網

域名稱應移轉予被告之決定，然本件原告既係簽立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向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則就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發生

爭議，亦只在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被告尚無從因此而成為網域名

稱使用法律關係之當事人。從而，兩造間既無網域名稱使用法律關係存

在，而原告復非以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在與否為本件確認之

訴之標的，參以首揭說明，原告依法自不得向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其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案例分析 

本案觀察重點在於法院認為，網域名稱之註冊使用，乃原告向網域名

稱註冊管理單位即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註冊，再由被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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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之註冊代理機構即中華電信公司實際完成註冊，此等網域名稱之使用

法律關係，乃存在於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之網域名稱使用契約，是

以有關原告對系爭網域名稱是否有使用權利或正當利益存在，亦即系爭網

域名稱之取消或移轉，悉應依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網域名稱使用契

約之內容定之。原告既係簽立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

請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則就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發生爭議，亦只在原告與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被告尚無從因此而成為網域名稱使用法律關係之當

事人。從而，兩造間既無網域名稱使用法律關係存在，原告依法自不得向

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第十一節 carrefour.com.tw 案 

案例概要：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檢舉人）以中文「家樂福」及外文「Carrefour 及
圖」之名稱在全國各地成立大型量飯店及倉儲中心，而當其擬以「Carrefour」
作為網域名稱，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登記時，發現該「Carrefour」已

為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被處分人）搶先註冊，而無法使用。檢舉人認為被

處分人乃是使用「carrefour.com.tw」為網址，利用檢舉人知名之「Carrefour」
商標與服務標章，使相關事業與一般消費者誤認該網站係檢舉人所經營或

與檢舉人相關，其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被處分人則答辯其主要經

營項目微電腦軟、硬體維修，設計及銷售，與檢舉人經營銷售民生消費用

品之型態並不相同，且因其經營理念為「Care For Your Computer」，而

Care For 念出來的音恰與「Carrefour」音相同，因此註冊為自己網址，並

無榨取檢舉人努力成果之意，亦無使消費者誤認之可能。 
本件公平會處分理由書先指出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保護之交易秩

序，係指符合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原則之交易秩序，包括交易相對人間不

為欺罔及不當壓抑之交易秩序，及不阻礙競爭者為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

故事業若有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未至混淆程度，但有積

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即有違反效能競爭而違反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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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案檢舉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所使用之服務標章「家樂福」及

「Carrefour 及圖」為法商家樂福公司授權使用，並基於其銷售額、投入之

廣告費用、媒體促銷等，認定「家樂福」及「Carrefour 及圖」標章已為相

關事業及消費者普遍所認知之營業表徵。而被處分人為一專業電腦公司，

其名稱為「奕昕」，英文名稱為「Great Sun」，皆與「Carrefour」無關，

雖其辯稱不知「Carrefour」為檢舉人所使用之服務標章，且其係基於「Care 
For Your Computer」之理念而登記「Carrefour」為其欲將使用之網址名稱。

惟公平會處分書認為檢舉人自 1987 年以來，即以「家樂福」及「Carrefour」
之名稱在全國各地陸續成立大型量販店與倉儲中心，其名稱早為相關事業

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且被處分人所稱「Care For Your Computer」與

法文「Carrefour」相去甚遠，因此不採信被處分人之理由。 
又，被處人登記擁有「Carrefour」網域名稱，被處分人雖辯稱其並未

使用，但檢舉人因而無法使用其原已擁有之「Carrefour」為網域名稱，進

而喪失以消費者原熟悉之名稱進入網路市場爭取交易之機會，則被處分人

所為已違反競爭效能原則，阻礙競爭，影響交易秩序，而屬顯失公平行為，

故認定其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一、案例事實 

檢舉內容：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檢舉人）以中文「家樂福」及外文

「Carrefour 及圖」之名稱在全國各地成立大型量販店及倉儲中心，而廣為

使用「家樂福」及「Carrefour 及圖」服務標章及商標，並投入鉅額廣告，

上開商標及服務標章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營業表徵。 

檢舉人擬以「Carrefour」作為網域名稱，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申請登記時，發現「Carrefour」已為奕昕電腦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處分

人）搶先註冊，而無法使用。 

被處分人使用「 carrefour.com.tw」為網址，利用檢舉人知名之

「Carrefour」商標與服務標章，使相關事業與一般消費者誤認該網站係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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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人所經營或與檢舉人相關，其行為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

定，理由如次： 

1. 被處分人之名稱與「Carrefour」毫無關連，卻刻意襲用該名稱，一方面

利用檢舉人所建立之聲譽，使消費者誤以為該網站與檢舉人有關，另一

方面則利用網域名稱無實質審查規範，採取「先占登記」之特性，占用

「Carrefour」名稱，造成檢舉人困擾，其行為顯具商業競爭倫理之非難性。 

2. 自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觀察，被處分人使用「Carrefour」網域名稱，

使交易相對人誤認其與檢舉人有關，而上網與其交易，而檢舉人不論如

何調整、修改其名稱，都將失去龐大網站人口交易機會。 

3. 就市場效能競爭觀察之，被處分人使用該「Carrefour」名稱，實係不正

當榨取檢舉人努力成果。檢舉人每年投資鉅額促銷費用，建立良好商品

與服務形象，今被處分人毫無付出任何代價，積極攀附檢舉人之商譽，

且不當使用檢舉人之服務標章，其所為違反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

爭本質，而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受到妨害，實具有高度商業競爭倫理非

難性。 

被處分人答辯： 

被處分人係以 86 年間向主管網際網路之網域名稱註冊單位 TWNIC

註冊使用「carrefour.com.tw」公司預備使用之網際網路網址，迄今仍未使

用，因被處分人尚未取得 IP 位址，故目前尚無可能於網際網路使用該

網址。 

網際網路之網址申請原則為先申請先受理，恰如檢舉人先申請

「Carrefour」為其註冊商標一般，且被處分人未曾使用各種暗示性廣告或

字眼說明被處分人與檢舉人之關係，因此一般消費者絕不可能誤認。 

被處分人主要經營項目為電腦軟、硬體維修，設計及銷售，與檢舉人

經營銷售民生消費用品之型態並不相同，且因被處分人之經營理念為

「Care For Your Computer」，而 Care For 唸出來的音恰與「Carrefour」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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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再加以「Carrefour」之網域名稱尚未為人註冊使用，故被處分人註

冊為自己之網址。 

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9）公處字第 036 號處分書 

主文： 

被處分人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註冊為網際網

路網域名稱，阻礙原表徵所有人進入網際網路市場爭取交易之機會，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被處

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

公平行為。 

主要理由： 

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

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上開規定所稱「交易秩

序」，係指符合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原則之交易秩序，包括交易相對人間

不為欺罔及不當壓抑之交易秩序，以及不阻礙競爭者為公平競爭的交易秩

序。故事業若有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程度，但

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即有違反效能競爭而違反上開規定。 

查本案檢舉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所使用之服務標章「家樂福」及

「Carrefour 及圖」為法商家樂福公司授權使用，自 76 年以來即以「家樂

福」及「Carrefour」之名稱在全國各地陸續成立大型量販店與倉儲中心，

經營各類百貨商品之銷售，並投入鉅額廣告費用，在電視、報紙等媒體促

銷，86 年度之營業收入即高達三百億元，並所使用之「家樂福」及「Carrefour

及圖」標章已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普遍所認知之營業表徵，應無疑義。而

被處分人為一專業電腦，其名稱為「奕昕」，英文名稱為「Creat Sun」，皆

與「Carrefour」無關，被處分人代表江君到會說明時，雖辯稱其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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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efour」為檢舉人所使用之服務標章，且其係基於「Care For Your 

Computer」之理念而登記「Carrefour」為其欲將使用之網址名稱，惟檢舉

人自 76 年以來，即以「家樂福」及「Carrefour」之名稱在全國各地陸續

成立大型量販店與倉儲中心，其名稱早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而且江君所稱「Care For Your Computer」與法文「Carrefour」相去甚遠，

被處分人所稱理由核不可採。 

次查被處人登記擁有「Carrefour」網域名稱，被處分人雖辯稱其並未

使用，然檢舉人因而無法使用其原已擁有之「Carrefour」為網域名稱，進

而喪失以消費者原熟悉之名稱進入網路市場爭取交易之機會，核被處分人

所為已違反競爭效能原則，阻礙競爭，影響交易秩序，而屬顯失公平行為，

故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三、案例分析 

本案公平會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要求被處分人不得註冊登記 carrefour.com.tw 網域名稱，而非如同多數法

院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

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公平會認為，上開規定所稱「交易秩序」，係指符合社會倫理及效

能競爭原則之交易秩序，包括交易相對人間不為欺罔及不當壓抑之交易秩

序，以及不阻礙競爭者為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故事業若有襲用他人著名

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程度，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

即有違反效能競爭而違反上開規定。公平會指出被處人登記擁有

「carrefour」網域名稱，被處分人雖辯稱其並未使用，然檢舉人因而無法

使用其原已擁有之「carrefour」為網域名稱，進而喪失以消費者原熟悉之

名稱進入網路市場爭取交易之機會，核被處分人所為已違反競爭效能原

則，阻礙競爭，影響交易秩序，而屬顯失公平行為，故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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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三章案例一至案例十一，主要裁判見解，歸納整理如下表： 

 
案例之網域名稱 裁判字號 主要裁判見解 

雅虎.商業.台灣、台灣雅

虎.商業.台灣、台灣雅虎

電子商務 .商業 .台灣、

yahoomall.com.tw、 
yahoogroup.com.tw 及 
yahoocafe.com.tw 案 

台中地院89年度訴字

第 3399 號。 
被告註冊之網域名稱依通體觀察、比

較主要部分、或異時異地隔離觀察，

或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普通注意之程度判斷，均屬相

同或類似於原告公司上開表徵之使

用，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並應依同法第 30 條辦理

註銷登記。 

nba.com.tw 案 台北地院90年度國貿

字第 16 號。 
台灣高等法院91年度

國貿上字第 4 號。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 878 號。 

1.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應可

適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間。  
2. 最高法院似偏向公平交易法第20條

第 1 項第 2 款即不需適用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 

skii.com.tw 案 台北地院91年度訴字

第 3223 號。 
原告舉證不利，故其起訴確認就系爭

網域名稱有使用之權利及正當利益，

且確認被告不得要求移轉系爭網域名

稱，不應准許。 

bosch.com.tw 案 台北地院91年度訴字

5864 號。 
原告未能證明其對系爭網域名稱有何

合法權利或正當利益，其提起訴訟求

為確認具有上開權利與利益，並訴請

撤銷科法中心決定，不應准許。 

decathlon.com.tw 案 台北地院92年度訴字

第 4370 號。 
1. 搶註網域名稱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154 

台灣高等法院93年度

上易字第 453 號。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字第 1964 號。 
台灣高等法院95年度

上更（一）字第 210
號。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 1275 號。 
最高法院97年度台再

字第 57 號。 

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有關

「表徵」、「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混

淆」、「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規定之適用。 

htc.com.tw 案 桃園地院94年度智字

第 33 號。 
台灣高等法院95年度

智上第 46 號。  

1. 兩造消費者如具一定規模及專業

性，即難認該當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規定要件。 

2. 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免

責事由。  

vita-mix.com.tw 案 台北地院96年度訴字

第 3985 號。 
台灣高等法院97年度

上字第 126 號。 

原告不以與其發生網域爭議之相對人

為被告，反而以網域註冊管理單位（即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及註冊代理機構

（及中華電信公司）為被告，請求確

認：1.其就系爭網域名稱有合法之權利

與正當利益存在，及 2.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中華電信公司不得註銷系爭網

域名稱之註冊登記，或移轉該網域名

稱予第三人使用，屬欠缺訴訟之權利

保護要件，而不應准許。   

icrtmall.com.tw 案 台北地院96年度智字

第 81 號。 
1. 網域名稱之使用法律關係存在於原

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之網域名

稱使用契約，故原告不得以申請取

回網域名稱者為被告，請求確認其

有合法權益。 
2.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

稱註冊管理辦法第 6 條並未未賦予

原告撤銷專家小組決定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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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案 板橋地院97年度智字

第 14 號。 
1. 使用他人註冊商標作為網域名稱，

該當商標法第 62 條規定，並得依同

法第 61 條命被告聲請變更網域名稱。 
2. 商標審查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

準」有關「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

其類似之程度」規定之適用。  

googlemap.com.tw 案 台北地院97年度智字

第 18 號。 
系爭網域名稱之使用契約、使用法律

關係，及使用權所發生之法律爭議，

存在於原告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間，

被告並非當事人，原告向被告提起確

認之訴，欠缺訴之利益，並不合法。 

carrefour.com.tw 案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89）公處字第 36
號處分書。 

1. 事業若有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

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程度，但有

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即違反

效能競爭而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

定。 
2. 被處分人註冊而未使用系爭網域名

稱，致檢舉人無法使用系爭網域名

稱，進而喪失以消費者原熟悉之名

稱進入網路市場爭取交易之機會，

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 

 
經統計，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及台北律師公會 2001 年至 2008 年間受

理案件數量，可發現近三年（2006 年至 2008 年）案件數量較諸以往明顯

遽增，由平均每月不到一件增加至平均每月約兩件。提起申訴類型可分為

「請求移轉網域名稱」及「請求取消網域名稱」兩種；至於整體案件類型

而言，若以「註冊人取得網域名稱之來源事由」區分，可分為「自始取得」

及「繼受取得」兩種；若以「註冊人註冊網域名稱之主觀目的」區分，可

分為「善意註冊或使用」及「惡意註冊或使用」兩種；若以「網域名稱與

申訴人之商標等標識近似程度」區分，可分為「完全相同」及「近似」

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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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觀專家小組決定書內容，在程序方面，專家小組所作成決定類型計

有「移轉網域名稱」、「取消網域名稱」、「申訴駁回」及「程序終止」四種。

其中「程序終止」之原因，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實施要點第 17 條規定，可能為「申訴人在專家小組作出決定前撤回申

訴」、「雙方當事人於專家小組作出決定前達成和解」或「專家小組於決定

前，認為有不必要或不可能繼續進行處理程序之情事者」。而依同法第 4

條及第 19 條規定，未於規定期間內補正申訴書內容或繳納費用，視為撤

回申訴，故「未於規定期間內補正申訴書內容或繳納費用」亦為程序終止

原因之一。 

在實體方面，專家小組之決定仍以當事人提出之事實及證據為基礎，

專家小組於必要時得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申訴人並負有主張責任及舉

證責任。至於判斷申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主要以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

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為依據，亦即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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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註冊人

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等情事。 

關於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謂「近似而產生混淆」之認定，一般仍採

「通體觀察，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方式加以判斷，應注意者，有實務見解

認為「標點符號之差異」、「所屬營業項目、商品類別」及「網域屬性」等

不列入是否「近似而產生混淆」之判斷考量。而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之認定，主要以註冊人是否有

同條第 2 項各款事由為判斷標準。如註冊人與申訴人之經營項目不同，或

註冊人所註冊之網域名稱與其自身非無相當關連，通常即認為註冊人符合

第 2 項第 1 款「善意」之規定。應注意者，第 2 項第 1 款「已為一般大眾

所熟知」之認定似漸趨於嚴格。至於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謂「註冊人惡

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之認定，主要以註冊人是否有同條第 3 項各款事

由為判斷標準。如註冊人使用網域名稱，致市場上相關業者及消費者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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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品質之聯想或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而達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目

的；或使原本對註冊人毫無認識或對其所營事業未感興趣之消費者，注意

到註冊人及其營業項目；或註冊人有將他人著名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之情

事，通常即認為註冊人符合第 3 項第 4 款規定。惟應注意者，註冊人如原

與申訴人訂定商標授權契約，於契約終止後仍繼續使用以該商標註冊之網

域名稱，即可能被認定屬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惡意」之情形。 

本書一開始即說明了網域名稱及其爭議處理，並就取得網域名稱使用

權之契約關係與目前處理網域名稱爭議之現況、相關規範與機制，如商標

法、公平交易法等，淺談台灣網域名稱的發展現況與一些問題。最後以常

見之網域名稱爭議之類型為中心，針對我國現行法規範與處理機制，進行

網域名稱爭議與商標權保護基本問題之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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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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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 

第一條 目的 

為處理註冊人於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及受理註冊機構註冊之網域名

稱與第三人所生之爭議，特制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定義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網域名稱：指註冊管理機構或受理註冊機構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所公佈相關辦法核發國家代碼（ccTLD）為.tw 之名稱。 

二、 註冊管理機構：指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三、 受理註冊機構：指與註冊管理機構簽約，負責網域名稱註冊之機構。 

四、 爭議處理機構：指經註冊管理機構認可處理網域名稱爭議之中立機構。 

五、 註冊人：指依註冊管理機構公佈之相關辦法為網域名稱註冊而得使用

該網域名稱之人。 

六、 申訴人：指依本辦法對於網域名稱爭議，請求爭議處理機構處理之人。 

七、 當事人：指註冊人或申訴人。 

八、 專家：指經爭議處理機構遴選並公佈具有處理網域名稱爭議資格之

個人。 

九、 專家小組：指由專家所組成處理網域名稱爭議之小組。 

十、 工作日：係指週六、週日、政府公告之放假日，以及其他由註冊管理

機構或爭議處理機構指定之放假日外，註冊管理機構或爭議處理機構

之通常工作日。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162 

第三條 註冊人之告知義務 

註冊人申請註冊、續用網域名稱，以及更改網域名稱之註冊資料時，應告

知受理註冊機構並確保下列事項之真實性，如有侵害他人權益時，並應自

負其責： 

一、申請書上所記載之陳述內容完整且正確。 

二、就註冊人所知，其註冊之網域名稱並未侵害他人之權益。 

三、非以不正當之目的註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 

四、非故意以違反相關法令之方式註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 

第四條 網域名稱之取消或移轉 

有下列情形之一，註冊管理機構得取消或移轉已註冊之網域名稱： 

一、 註冊管理機構收到註冊人或代理人書面之指示者。但第十四條之情形

不在此限。 

二、 註冊管理機構收到法院之確定裁判或與確定判決有相同效力之證明

文件者。 

三、 註冊管理機構收到爭議處理機構之決定書者。 

 
註冊管理機構亦得依註冊人所同意之相關註冊辦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取

消或移轉已註冊之網域名稱。 

第五條 申訴之要件與處理原則 

申訴人得以註冊人之網域名稱註冊具有下列情事為由，依本辦法向爭議處

理機構提出申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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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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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認定前項各款事由之存否，應參酌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他一切資

料。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認定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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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第一項第三款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得參酌下列各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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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人應就註冊管理機構所認可之爭議處理機構擇一提出申訴。 

第六條 處理依據 

爭議處理機構應依本辦法處理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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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處理程序由註冊管理機構另訂實施要點規範之。 

第七條 合併處理 

同一註冊人與申訴人間，有數個網域名稱爭議時，任一方當事人得向最初

處理雙方網域名稱爭議之專家小組，申請合併處理。若申請合併處理之全

部或部分爭議事件，屬於本辦法所定之適用對象時，專家小組得決定合併

處理。 

第八條 費用之負擔 

處理爭議事件之費用，由申訴人負擔。但註冊人依實施要點第六條選擇由

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其費用應由雙方當事人平均分擔。 

第九條 救濟 

申訴人得請求之救濟，以取消註冊人之網域名稱或移轉該網域名稱予申訴

人為限。 

爭議處理機構應將專家小組之決定書寄送註冊管理機構。 

專家小組之決定，應全文公佈於公開之網站上。但專家小組認有正當理由

以不公佈全文為適當者，得僅公佈部分內容。 

第十條 訴訟 

本辦法之規定，不妨礙當事人向法院提出有關該網域名稱之訴訟。 

專家小組作出取消或移轉註冊人之網域名稱之決定時，應由爭議處理機構

寄送註冊管理機構與當事人。 

註冊管理機構於接獲爭議處理機構送達日起十工作日內，註冊人未依實施

要點第三條第四項第十二款提出訴訟之證明文件者，註冊管理機構即執行

該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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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人於前項期限內提出前項證明文件者，註冊管理機構暫不執行該決

定。但任一方當事人向註冊管理機構提出下列文件者，應依該文件之內容

執行之： 

一、 經公證之當事人和解契約書。 

二、 撤回訴訟之證明文件、法院之確定裁判或與確定判決有相同效力之證

明文件。 

第十一條 適用範圍 

註冊人與他人之間所發生非屬於本辦法所規範之網域名稱爭議，不適用本

辦法。 

第十二條 註冊管理機構之中立性 

註冊管理機構不介入註冊人與他人之間有關網域名稱註冊與使用之爭議。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中，註冊管理機構除須應爭議處理機構之要求，提

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相關資訊外，不以任何方式參與爭議處理程序。

註冊管理機構依專家小組之決定執行，不對爭議處理結果負任何責任。 

第十三條 現狀維持原則 

註冊管理機構非依本辦法第四條、第十條第三項、第四項但書及第十四條

第二項之規定，不得取消或移轉網域名稱之註冊。 

第十四條 爭議網域名稱之移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註冊人不得將網域名稱移轉註冊給他人： 

一、爭議處理程序進行中或結束後二十日內。 

二、 於法院或仲裁機構處理程序進行中。但受讓人以書面表示同意受法院

之裁判或仲裁機構之判斷之拘束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移轉註冊，註冊管理機構得取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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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辦法之修正 

註冊管理機構得視網際網路及網域名稱系統發展之需要，修正本辦法。 

本辦法之修正內容，應於生效三十日前，公佈於註冊管理機構之網站。 

本辦法修正內容生效日前已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書者，依修正前辦法

進行相關處理程序。於修正內容生效日後始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書

者，無論爭議發生於何時，均依修正後辦法處理之。 

註冊人就修正內容有異議時，僅得請求註冊管理機構取消該網域名稱之註

冊，已支付之費用概不退還。修正後之辦法於取消該網域名稱之註冊前，

對該註冊人均有拘束力。 

第十六條 法律之適用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本辦法由註冊管理機構負責解釋。 

第十七條 生效日 

本辦法自公佈日起三十日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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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實施要點 

第一條 目的 

依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處理辦法）第六條第二項制訂本實施

要點。 

第二條 寄送方法 

爭議處理機構應以合理、可行之方式將申訴書送達註冊人。以下列方式之

一寄送申訴書者，視為已送達： 

一、 以郵寄及傳真將申訴書寄送給登記於註冊機構資料庫中之註冊人地

址及傳真號碼。 

二、 以電子郵件將申訴書寄至註冊管理機構資料庫中之註冊人電子郵件

信箱及 postmaster@註冊人之網域名稱。 

三、 將申訴書寄至註冊人通知爭議處理機構寄送之地址，及申訴人依第三

條第四項第五款向爭議處理機構提示之註冊人地址及電子郵件信箱。 

 
除前項情形外，本實施要點所規定一切對申訴人或註冊人之聯絡，應按照

各當事人依第三條第四項第三款或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所選擇之方式為

之。各當事人未選擇寄送之方式時，應依下列方式擇一為之： 

一、利用具傳送紀錄之傳真機傳送。 

二、利用郵寄或其他寄件業者之服務。 

三、經由網際網路傳送，且有傳送紀錄者。 

 
當事人與爭議處理機構或專家小組之聯絡，應依附則所定之方式為之。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168 

所有聯絡內容應以第十一條所規定之語言為之。電子郵件應以純文字之格

式為之。 

當事人得通知爭議處理機構及註冊管理機構更新其聯絡方式。 

除本實施要點另有規定或專家小組另為決定外，依本實施要點所為之聯

絡，視為於下列日期送達： 

一、 利用具傳送紀錄之傳真機傳送時，傳送記錄表上記載的日期。 

二、 利用郵寄或其他寄件業者之服務時，送達收據上記載的日期。 

三、 利用網際網路傳送時，傳送紀錄上所顯示之日期，但以該傳送日期能

證明者為限。 

 
除本實施要點另有規定外，期日或期間之計算，自前項所定之日期中最早

送達者起算。任何聯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專家小組對任一方當事人之聯絡，應將副本送交他方當事人及爭議處

理機構。 

二、 爭議處理機構對任一方當事人之聯絡，應將副本送交他方當事人。 

三、 任一方當事人聯絡他方當事人、專家小組或爭議處理機構時，應依其

情形，提出副本予他方當事人、專家小組及爭議處理機構。 

 
寄送者為供相關當事人檢查或報告之用，應保管傳送紀錄文件。一方收到

無法送達之通知時，應儘速通知專家小組，並等待專家小組進一步之指

示。專家小組尚未選定時，應通知爭議處理機構。 

第三條 申訴 

網域名稱爭議之處理，應依處理辦法與本實施要點之規定向註冊管理機構

認可之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書，進行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 

註冊管理機構因爭議處理機構之能力或其他事由停止該爭議處理機構受

理爭議案件之權限者，該爭議處理機構不得受理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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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申訴人得向其他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申訴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應同時提出紙本及電子檔，但附件無電子檔

者，得免提出電子檔： 

一、 依處理辦法及本實施要點請求爭議處理機構處理之事項。 

二、 申訴人及代理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電話號碼及傳

真號碼。 

三、 選擇以電子郵件傳送或以一般郵件寄送之聯絡方式，並載明相關之聯

絡人、方式、地址或電子郵件信箱。 

四、 選擇由一位或三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若選擇由三位專家組成專家小

組，應由爭議處理機構所提供之專家名單中，提出三位候選專家之姓

名及聯絡方式。 

五、 提供註冊人之姓名及其他在處理程序開始前因處理過程所知之資

訊，包括：地址、電子郵件信箱、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代理人之相

關資料，以供爭議處理機構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寄送申訴書。 

六、 本處理程序爭議之網域名稱。 

七、 負責該網域名稱註冊之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名稱。 

八、 網域名稱爭議所涉及之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以

及其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之範圍，並應將商標、標章、姓名、事

業名稱或其他標識使用之情形加以說明。 

九、 載明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申訴要件，並遵守爭議處理機構所訂附

則中格式之規定。 

十、 敘明依處理辦法請求之救濟方法。 

十一、 敘明與申訴書中所載爭議網域名稱相關之其他法律程序。 

十二、 敘明對網域名稱之取消或移轉之決定不服者，申訴人得向法院提起

訴訟。 

十三、 具備以下之聲明及申訴人或其代理人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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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訴人同意其網域名稱之請求或救濟均以註冊人為對象，同意

放棄對爭議處理機構、專家、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註冊管理

機構及其相關人士之一切請求或救濟。」 

(二) 「申訴人於申訴書上所記載之資訊，就其所知係完整且正確，並

保證其申訴無任何不正當目的。」 

十四、申訴人所依據之證據文件。 

第四條 申訴書之寄送 

爭議處理機構應確認申訴書內容是否符合處理辦法與本實施要點之規

定。若符合規定，應於收到申訴人繳交第十九條所定費用三日內，依第二

條第一項規定寄送申訴書予註冊人。 

爭議處理機構發現申訴書不符合規定時，應立即將不符合之情事通知申訴

人，申訴人應於通知送達後五日內補正。未於上述期間內補正者，視為撤

回申訴。但申訴人仍得重新提出申訴。 

處理程序開始日為爭議處理機構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將申訴書送達註冊

人之日。 

爭議處理機構應立即將處理程序開始日，通知申訴人、註冊人、受理註冊

機構及註冊管理機構。通知書應載明申訴人與註冊人及其代理人之姓名或

名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 

第五條 答辯書 

註冊人應於處理程序開始日起二十工作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答辯

書。 

答辯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應同時提出紙本及電子檔，但附件無電子檔

者，得免提出電子檔： 

一、 根據爭議處理機構附則所定之格式，針對申訴書之陳述和主張內容所

為之答辯或反駁，以及註冊人保有及使用該網域名稱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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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註冊人及其代理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電話號碼及

傳真號碼。 

三、 選擇以電子郵件或以一般郵件寄送之聯絡方式，並載明相關之聯絡

人、方式、地址或電子郵件信箱。 

四、 如申訴人依第三條第四項第四款於申訴書上選擇由一名專家組成專

家小組，註冊人欲選擇由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之陳述。 

五、 任一方當事人選擇由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註冊人應自爭議處理

機構所提供之專家名單中，提出三位候選專家之姓名及聯絡方式。 

六、 敘明與申訴書中所載爭議網域名稱相關之其他法律程序。 

七、 註冊人或其代理人之簽名，並聲明：「註冊人於答辯書上所記載之資

訊，就其所知係完整且正確，並保證其答辯無任何不正當目的。」 

八、 註冊人所依據之證據文件。 

 
註冊人依前項第四款，選擇由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者，應於向爭議處理

機構提出答辯書時，依第十九條規定繳交繳交費用，未繳交者，由一名專

家組成專家小組進行爭議之處理。 

爭議處理機構於必要時得依答辯人之申請，延長答辯書提出之期限。但經

申訴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爭議處理機構應於收到答辯書後，三日內寄送予申訴人。 

註冊人未依規定提出答辯書時，除特殊情形外，專家小組應依申訴書作出

決定。 

第六條 專家小組之選定及決定作成期限 

爭議處理機構應公佈專家名單及其資歷。 

雙方當事人均未依第三條第四項第四款及第五條第二項第四款之規定選擇由

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爭議處理機構自收到答辯書之日起五日內或答辯書

提出期限屆滿日起五日內，應由專家名單中選定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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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當事人選擇由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爭議處理機構應依本條第五

項選定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 

註冊人於答辯書中選擇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申訴人應於爭議處理機

構將答辯書送達申訴人後五日內，由爭議處理機構所提供之專家名單中，

提出三名專家，並由爭議處理機構自該三名專家中選定一名。 

任一當事人選擇由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爭議處理機構應由當事人所

提出之專家名單中，各選定一名。爭議處理機構於通常情形下無法於五工

作日內由雙方當事人所提之專家名單中各選擇一名專家者，爭議處理機構

應由其所公佈之專家名單中選定之。 

爭議處理機構應提出五名專家名單，於平衡考量當事人間意見後，選定第

三名專家。當事人於接獲爭議處理機構所提出之上述專家名單後五日內，

得向爭議處理機構表示其意見。 

除特殊情形外，爭議處理機構應於專家小組完成選定後，就其所選定之專

家小組及其預定作出決定之日，通知雙方當事人及註冊管理機構。 

第七條 公平性與獨立性 

專家必須維持其公平性與獨立性。 

專家於接受選定前或處理程序進行中，如有可能影響其公平性與獨立性之

事由，應立即向爭議處理機構說明之。爭議處理機構應指定替代人選續行

程序。 

第八條 當事人與專家小組之聯絡 

當事人或其代理人不得自行與專家小組聯絡。當事人與專家小組或爭議處

理機構間之聯絡，應透過爭議處理機構指定之人員為之。 

第九條 將文件移送專家小組 

爭議處理機構應於專家選定完成後，立即將相關文件送交專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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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專家小組如由三名專家組成時，應於最後一名專家選定完成後

為之。 

第十條 專家小組之權限 

專家小組應依處理辦法及本實施要點，以適當之方法進行處理程序。 

專家小組應確保在任何情形下，均平等對待雙方當事人，並使各當事人有

公平表示其意見之機會。 

專家小組應迅速進行爭議處理程序。但有特殊情事時，得依當事人之請求

或專家小組之決定，延長本實施要點或專家小組所定之期限。 

證據能力及證據力，由專家小組判斷之。 

當事人請求將數個網域名稱爭議合併處理時，由專家小組依處理辦法與本

實施要點決定是否同意之。 

第十一條 語言 

依處理辦法及本實施要點所進行之處理程序，應以中文為之。但專家小組

另有決定者，不在此限。 

專家小組得要求將前項程序相關文件之全部或一部翻譯成正體中文。 

第十二條 補充說明文件 

除申訴書及答辯書外，專家小組認有必要時，得要求當事人提出補充說明

或文件。 

第十三條 審理原則 

爭議處理之程序，以書面審理為原則。但專家小組認有必要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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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逕為處理 

當事人未遵守本實施要點之規定、要件、期限或專家小組之要求時，專家

小組得逕為決定或適當之處理。但有例外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專家小組之決定 

專家小組應依當事人所提出之陳述與文件，依照處理辦法、本實施要點及

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決定之。 

專家小組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於第六條所指定之日起十四工作日內，將

決定結果通知爭議處理機構。 

專家小組由三名專家組成時，應以多數決方式決定之。 

專家小組之決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記載決定之主文、理由、決定日期及

專家之姓名，並由專家簽名之。 

專家小組之決定及專家之反對意見，應依爭議處理機構所定附則規定之格

式為之。所有反對意見應附記於專家小組之決定。 

專家小組判定爭議內容非屬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所定之範圍，或申訴之

提出係濫用爭議處理程序時，應於決定內容中載明其意旨。 

第十六條 決定結果之通知 

專家小組之決定為取消或移轉網域名稱者，爭議處理機構應於收到專家

小組之決定後三日內，將決定之全文通知雙方當事人及註冊管理機構。 

第十七條 爭議處理程序之終止 

申訴人在專家小組作出決定前，得撤回申訴。但註冊人提出答辯書後，應

得其同意。 

雙方當事人於專家小組作出決定前達成和解者，於通知爭議處理機構時，

爭議處理程序終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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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組於決定前，認為有不必要或不可能繼續進行處理程序之情事者，

得終止處理程序。但當事人於專家小組所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並經專家

小組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與訴訟程序之關係 

爭議處理程序開始前或處理程序中，該爭議之訴訟由法院受理時，專家小

組得自行裁量暫停、終止或繼續申訴程序。 

當事人應將該爭議之訴訟由法院受理之事實，儘速通知爭議處理機構，並

依第八條規定通知專家小組。 

第十九條 費用 

申訴人應於爭議處理機構所訂附則內之期限，向爭議處理機構繳交費用。 

申訴人選擇由一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而註冊人依本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二

項第四款之規定選擇由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時，註冊人應向爭議處理機

構繳交所需費用之一半。 

除前項情形外，由申訴人負擔全額爭議處理費用。 

爭議處理機構於專家小組組成後，得依附則之規定，向申訴人追加或返還

部分費用。 

申訴人未繳交第一項費用者，爭議處理機構不進行爭議處理程序。 

申訴人未於爭議處理機構收到申訴書後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繳交費用

者，視為撤回申訴，申訴程序終止。 

如專家小組認有必要進行言詞審理或其他程序時，於取得當事人之同意

後，收取所生之費用。 

第二十條 免責 

除故意之不法行為外，爭議處理機構及專家小組依處理辦法及本實施要點

之一切作為或不作為，對雙方當事人均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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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附則 

為補充本實施要點之規定，爭議處理機構應另訂附則，並公佈於公開之網

站上。其內容應包括各項費用、申訴書及答辯書之格式、與爭議處理機構

及專家小組之聯絡方法以及其他文件之格式等。 

前項附則不得牴觸處理辦法或本實施要點。 

第二十二條 修訂 

註冊管理機構得隨時修訂本實施要點，但應於生效日前三十日，公佈於註

冊註冊管理機構之網站。爭議處理程序進行中，本實施要點如有修訂，仍

應適用修訂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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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與實施要點補充說明 

1. 申訴人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書」，註冊人資料不齊全，是否可接

受申請？ 

【說明】 申訴人提出申訴書前，可先行至 TWNIC 之 WHOIS DB 查詢

相關資料提供給爭議處理機構。申訴人提供之資料足以讓爭議

處理機構確定註冊人即可接受申訴，但仍可請求申訴人補正資

料。爭議處理機構亦可向 TWNIC 確認註冊人之資料。  

 
2. 爭議處理辦法第十條中註冊管理機構於接獲爭議處理機構送達日起十

工作日內，註冊人未依實施要點第三條第四項第十二款提出訴訟之證明

文件者，註冊管理機構即執行該決定。註冊人於前項期限內提出前項證

明文件者，註冊管理機構暫不執行該決定。 

【說明】 註冊人於 10 工作日內提出訴訟證明文件，註冊管理機構暫不

執行專家小組之決定結果；若 10 工作日內未提出訴訟證明文

件者，註冊管理機構即執行專家之決定。決定之結果若為移

轉，則受讓人須依爭議處理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處

理之；若為取消，則註冊管理機構將先予以凍結 30 日，30 日

後再行開放申請。 

 
3. 實施要點第十六條專家小組之決定為取消或移轉網域名稱者，爭議處理

機構應於收到專家小組之決定後三日內，將決定之全文通知雙方當事人

及註冊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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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爭議處理機構收到專家小組決定後三日內，以掛號方式通知雙

方當事人及註冊管理機構。註冊管理機構於執行專家之決定時

一併以 e-mail 及發文方式通知當事人。 

 
4. 若法院或仲裁機構處理程序進行中，註冊人逕自取消，且由不知情之第

三者申請註冊，此狀況如何解決？ 

【說明】 爭議處理辦法第十四條爭議網域名稱之移轉，雖規定於法院或

仲裁機構處理程序進行中不得移轉，但是如果註冊管理機構不

知有法院或仲裁機構處理程序，而於註冊人逕自取消後由不知

情之第三者註冊，其情形與前述規定顯然不同，其註冊應屬合

法，若他人對其註冊有爭議，應另外提起訴訟或爭議處理。 

 
5. 在申訴人選定一名專家，而註冊人選定三名專家時，如註冊人未依據實

施要點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支付其應支付的費用（也就是費用的一半）

時，此時應如何處理？ 

【說明】 依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三項之精神，未繳交費用者，應由一名專

家組成專家小組進行爭議處理。 

 
6. 雙方當事人如果在專家小組作出決定前達成和解，是否應規定其必須通

知爭議處理機構，再由爭議處理機構通知專家小組，以便使專家小組終

止處理程序？ 

【說明】 當事人為其權益考量，勢必會通知爭議處理機構，此和解協議

不需公證即可。 

 
7. 如果專家小組如認為申訴無理由，應維持現狀時，是否應通知雙方當事

人及 TWNIC？ 

【說明】 依實施要點第十六條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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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委託律師協助爭議處理之程序，委託書之格式是否有規定？ 

【說明】 爭議處理辦法與實施要點中，並未有委託書之制式規格，當事

人可自行書寫委託書之格式，爭議處理機構亦得自行擬定制式

規格，供當事人使用。 

 
9. 在註冊人提出答辯書前，雙方當事人已達成和解（有和解書），則是否

還需繼續進行爭議處理程序？ 

【說明】 若雙方已達成和解，則不需進行專家小組之選任事宜，但是否

須返還費用，則依各爭議處理機構之附則辦理之。 

 
10. 網域名稱進入爭議處理程序後，是否可進行網域名稱相關資料異動？ 

【說明】 爭議處理程序開始日後，如註冊人有更改註冊申請資料、更

改 DNS 設定、更改受理註冊機構等需求時，應以書面文件向

所屬受理註冊機構申請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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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章依交通部電信總局訂定發布之「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

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以下稱「監督及輔導

辦法」）第七條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規章所稱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以下稱「本業務」)，係

指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以下稱「本中心」）取得交通

部電信總局備查及國際組織認可，負責管理.tw 頂級網域名

稱，並提供網域名稱系統正常運作及相關註冊管理之服務事項。 

第 三 條 本業務之經營，除電信法、監督及輔導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章之規定。 

第 四 條 對本中心於本業務所提供之服務，非經本中心事前書面同

意，客戶不得作本規章目的以外之使用。 

第二章 提供服務內容 

第 五 條 本中心提供本業務之服務項目如下： 

一、 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指「 edu.tw」、「 gov.tw」、

「com.tw」、「net.tw」、「org.tw」、「mil.tw」、「idv.tw」、

「game.tw」、「club.tw」、「ebiz.tw」及其他經本中心網

域名稱委員會審核通過之網域名稱。 

二、 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指「教育.tw」、「政府.tw」、「商

業.tw」、「網路.tw」、「組織.tw」、「軍事.tw」及其他經本

中心網域名稱委員會審核通過之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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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指不限屬性直接使用第二層英文

網域名稱。 

四、 泛用型中文網域名稱：指不限屬性直接使用第二層中文

網域名稱。 

五、其他經本中心網域名稱委員會審核通過之網域名稱。 

第 六 條 客戶申請網域名稱時，須備具本中心公告之申請條件，並於

線上填具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並將所申請之網域名稱依本

中心公告之申請條件，填具相關資料。申請人應填具真實資

料，本中心得於必要時要求申請人提出書面文件進行審查。

如有不實，本中心得隨時取消其網域名稱。 

第 七 條 本中心得委託受理註冊機構代辦本業務。本中心僅對受理註

冊機構受委託範圍內之業務負責，客戶與受理註冊機構間非

關網域名稱註冊事宜，概與本中心無關。受理註冊機構有關

本業務事宜，不得違反電信法、監督及輔導辦法及本規章。 

第 八 條 本中心不負查證客戶所填具資料真偽之責任，如客戶提供不

實資料致生任何糾紛或法律責任者，由客戶自行負責。 

第 九 條 本中心為業務之需要，得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使用客戶在本中心登記之資料。客戶同意依本中心

所定規則，將客戶於申請書所載資料加入 WHOIS 資料庫

中，供網路上之查詢。 

第 十 條 網域名稱之註冊採先申請先發給原則。本中心得訂定各類別

網域名稱可使用字元之技術限制、網域名稱保留字規定或其

他網域名稱註冊之限制，除有前述規定之情事者外，本中心

或受理註冊機構不得拒絕客戶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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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服務收費標準 

第 十一 條 本中心網域名稱之註冊、移轉、取消及更改等服務收費標準

之訂定，以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費率委

員會決定之。於完成規定程序後，於網站上公告實施日期執

行之。 

第 十二 條 客戶申請本業務之服務，須同意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所載事

項，並依各受理註冊機構所公告之費用項目及收費標準繳納

費用。 

第 十三 條 除法律或本規章另有規定者外，客戶不得以任何其他原因要

求本中心或受理註冊機構退費。 

第 十四 條 本業務各項費用，應依本中心制訂之收費標準收取，受理註

冊機構向一般網路用戶所收取之費用不得超過前開標準。 

第 十五 條 本業務之收費以一年為單位。服務期間內，除法律或本規章

另有規定者外，客戶得依本中心之規定進行網域名稱之移

轉、取消、更改。 

第 十六 條 客戶申請之網域名稱於繳納註冊費及管理費當日起，享有使

用權，使用期限屆滿前九十天，將由受理註冊機構以電子郵

件（E-mail）通知註冊人續繳管理費。網域名稱有效期限屆

滿時，未續繳管理費者，受理註冊機構應凍結使用，三十天

後仍未繳費者，取消其網域名稱。 

第四章 服務品質及消費者申訴 

第 十七 條 本中心應盡力維持本業務相關系統設備之正常運作，以確保

客戶網域名稱正常使用。但對網路連線之通訊品質，不負任

何明示或默示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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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客戶使用本業務，因可歸責於本中心之事由，致本業務中斷

或無法使用期間連續達二十四小時以上者，本中心將依中斷

或無法使用之期間，經於本中心網站公告後，自動延長客戶

之使用期間。前述延長使用期間之計算，未滿十二小時不予

計算，滿十二小時未達二十四小時者，以一天計算。 

第 十九 條 客戶使用本業務，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含天災、暴動、電信

服務業者中斷服務等），致本業務中斷或無法使用連續達四

十八小時以上，本中心將依中斷或無法使用之期間，經於本

中心網站公告後，自動延長客戶之使用期間。前述延長使用

期間之計算，未滿十二小時不予計算，滿十二小時未達二十

四小時者，以一天計算。 

第 二十 條 本中心因故無法繼續經營本業務時，經主管機關同意後，應

於確定無法繼續經營本業務後七日內於本中心網站及國內

報紙刊登公告，並於公告後三個月內接受客戶依比例退還預

先繳付之溢收費用，逾期本中心不負退還任何費用之責任。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因故終止提供本業務時，應盡力配合願意承接本業務

之第三人，使本業務得以持續提供。但本中心不就該第三人

之行為負任何法律責任，客戶應自行判斷是否與本中心終止

服務或隨同移轉由第三人提供服務。 

第二十二條 客戶同意於本中心因故終止提供本業務時，未依本規章之規

定向本中心請求退還溢收費用者，視為同意本中心將客戶與

本中心之債權債務關係，移轉由本中心指定之第三人概括承

受，客戶不得異議。 

第二十三條 客戶如不滿意本中心或受理註冊機構所提供之服務，應先向

其申請服務之單位申訴。如未獲處理或對處理結果有意見，

則可撥打本中心之服務專線，並可至本中心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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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將視實際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本中心服務專

線：02-2341-3300 

第二十四條 客戶就有關本業務之各項資料，均以本中心電腦系統所留存

之資料為準。客戶應即時更新前述資料，避免權益受損。 

第五章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第二十五條 註冊人申請註冊、續用網域名稱，以及更改網域名稱之註冊

資料時，應告知受理註冊機構並確保下列事項之真實性，如

有侵害他人權益時，並應自負其責： 

一、申請書上所記載之陳述內容完整且正確。 

二、 就註冊人所知，其註冊之網域名稱並未侵害他人之權益。 

三、非以不正當之目的註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 

四、非故意以違反相關法令之方式註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 

第二十六條 客戶同意如與第三人就其所註冊之網域名稱產生爭議時，悉

依本中心所公布之「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

議處理辦法」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

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以下稱「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程序」）處理。 

 前項之規定，不妨礙客戶或第三人向法院提出有關該網域名

稱之訴訟權利。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應依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規定，根據專家小組所作

成之決定，移轉或取消網域名稱。客戶除得依網域名稱爭議

處理程序另行提起訴訟暫停決定之執行外，不得對本中心為

任何訴訟上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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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網域名稱之移轉、取消及更改 

第二十八條 客戶得申請移轉、取消、更改其網域名稱，但網域名稱爭議

處理程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客戶申請移轉、取消、更改其網域名稱時，應檢附足以證明

其身分之文件及本中心所公告之相關資料向其申請單位

為之。 

第 三十 條 客戶違反本規章、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規定者，

本中心得取消其網域名稱。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本規章未規定事項，依本中心各項相關業務辦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規章自公告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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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 

本人（機構或個人；以下稱註冊申請人）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或其授權之受理註冊機構申請網域名稱時，同意遵照如下約

定事項： 

1. 註冊申請人申請註冊、續用網域名稱，及更改網域名稱資料時，應

將下列事項告知受理註冊機構並保證其真實性，如其所提供之資料

有錯誤、不實或侵害他人權益時，註冊申請人應自負其責： 

(1) 網域名稱註冊申請書上所記載之資料內容真實、完整且正確。 

(2) 就註冊申請人明知，其申請註冊之網域名稱並未侵害他人之

權益。 

(3) 註冊申請人非以不正當之目的或故意以違反法令之方式申請註

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 

   違反上述規定，TWNIC 及受理註冊機構得依同意書第 8 條規

定取消網域名稱。 

2. TWNIC 有權基於國際網路社群慣例及維護消費者權益、保護智慧

財產權與執行法律等公共利益之考量而設置 WHOIS 資料庫，並將

WHOIS 資料庫中由註冊申請人所提供之中英文資料（網域名稱、

申請人姓名、電話、傳真、電子郵件（E-mail）、申請日期、有效日

期、DNS 設定資料），提供外界線上逐筆查詢。為保護註冊申請人

之隱私權，TWNIC 及受理註冊機構得視該註冊申請人為個人或非

個人而擇定部份中英文資料，供該註冊申請人選擇是否顯示提供外

界查詢。 

3. 如註冊申請人於本同意書第二條 所提供之中英文資料錯誤、不實

或未更新，致 TWNIC 及受理註冊機構無法及時將相關訊息通知註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188 

冊申請人，而損害註冊申請人權益，TWNIC 及受理註冊機構無須

負擔任何責任，註冊申請人亦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4. 本同意書第 2 條 之中英文資料除提供外界線上逐筆查詢外，

TWNIC 及受理註冊機構將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律

之規定，保護註冊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除依法律規定、法院命令

或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以書面申請，TWNIC 及受理註冊機構不得提

供與第三人使用。 

5. 基於 TWNIC 提供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服務或其他法令規定及政策需

求，註冊申請人同意 TWNIC 有權將註冊申請人所提供之網域名稱

註冊管理資料庫中的資料提供 TWNIC 及經 TWNIC 授權之各項非

商業性質之網域名稱實驗計畫及網際網路相關研究計畫使用。 

6. 網域名稱註冊使用，須確保其資訊防護措施之完備及安全，如因可

歸責網域名稱註冊人之事由，足資影響他人權益或危害網路運作，

TWNIC 於接獲相關機關通知後，得視情況暫停所註冊之網域名稱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7. 註冊申請人同意如與第三人就其所註冊之網域名稱產生爭議時，悉

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及「財團

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等相關規

定處理。 

8. 若註冊申請人違反本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及其相關

規定者，受理註冊機構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註冊申請人，要求

註冊申請人以書面說明該違約事由。若註冊申請人於接獲通知三十

日內，未能以書面檢具事證證明其並無違約情事者，TWNIC 及受

理註冊機構得取消其所註冊之網域名稱。TWNIC 及受理註冊機構

對註冊人之違約事實未立即採取措施，不得為註冊申請人未違約之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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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WNIC 有權依法令或政策更定而隨時修訂本同意書、網域名稱註

冊管理業務規章及其他相關規定，並公布於 TWNIC 網頁或以電子

郵件通知註冊申請人。註冊申請人若不接受修訂後之同意書、網域

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及其他相關規定者，應於三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受理註冊機構取消其所註冊之網域名稱。否則，視同註冊申請

人接受修訂後之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及其他相關

規定。 

10. 本同意書未盡事宜，概依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

業務規章；法律未規定者，得參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之國際慣例。 

11. 本同意書內容之解釋與適用，概依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之；關於本同

意書所生之爭議，應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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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

企業正常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凡因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欲取得商標權者，應依本法申

請註冊。 

第 3 條 外國人所屬之國家，與中華民國如無互相保護商標之條約或

協定，或依其本國法令對中華民國人申請商標註冊不予受理

者，其商標註冊之申請，得不予受理。 

第 4 條 在與中華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家，依法申請註冊之商

標，其申請人於首次申請日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中華民國申

請註冊者，得主張優先權。 

 依前項規定主張優先權者，應於申請註冊同時提出聲明，並

於申請書中載明在外國之申請日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 

 申請人應於申請日次日起三個月內，檢送經該國政府證明受

理之申請文件。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喪失優先權。 

 主張優先權者，其申請註冊日以優先權日為準。 

第 5 條 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

合式所組成。前項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

服務相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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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本法所稱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商品、

服務或其有關之物件，或利用平面圖像、數位影音、電子媒

體或其他媒介物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第 7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商標業務，由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辦理。 

第 8 條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相關事務，得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之。但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任商標代理人辦

理之。 

 商標代理人應在國內有住所；其為專業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以商標師為限。商標師之資格及管理，以法律定之。 

第 9 條 凡申請人為有關商標之申請及其他程序，遲誤法定期間、不

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不合法定程式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者，應予駁回。 

 申請人因天災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誤法定期間者，於其

原因消滅後三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商標專責機關

申請回復原狀。但遲誤法定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得為之。 

 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行為。 

第 10 條 商標之申請及其他程序，應以書件或物件到達商標專責機關

之日為準；如係郵寄者，以郵寄地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郵戳所載日期不清晰者，除由當事人舉證外，以到達商標專

責機關之日為準。 

第 11 條 商標註冊及其他關於商標之各項申請，應繳納規費。 

 商標規費之數額，由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 

第 12 條 商標專責機關應刊行公報，登載註冊商標及其相關事項。 

第 13 條 商標專責機關應備置商標註冊簿，登載商標註冊、商標權變

動及法令所定之一切事項，並對外公開之。 

 前項商標註冊簿，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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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有關商標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其實施日

期、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商標專責機關對於商標註冊之申請、異議、評定及廢止案件

之審查，應指定審查人員審查之。 

 前項審查人員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 16 條 商標專責機關對前條第一項案件之審查，應作成書面之處

分，並記載理由送達申請人。 

 前項之處分，應由審查人員具名。 

第二章 申請註冊 

第 17 條 申請商標註冊，由申請人備具申請書，載明商標、指定使用

之商品或服務及其類別，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之。 

 前項商標，應以視覺可感知之圖樣表示之。 

 申請商標註冊，以申請書載明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

之商品或服務，提出申請當日為申請日。 

 申請人得以一商標註冊申請案，指定使用於二個以上類別之

商品或服務。 

 商品或服務之分類，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認定，不受前項商品或服務分類之限制。 

第 18 條 二人以上於同日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

或服務各別申請註冊，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而不

能辨別時間先後者，由各申請人協議定之；不能達成協議

時，以抽籤方式定之。 

第 19 條 商標包含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或

立體形狀，若刪除該部分則失其商標之完整性，而經申請人

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者，得以該商標申請註冊。 

第 20 條 商標註冊申請事項之變更，應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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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及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申請後即不得變更。但指

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變更，應按每一商標各別申請。但同一人有二以上

申請案，而其變更事項相同者，得於一變更申請案中同時申

請變更之。 

第 21 條 申請人得就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商標專責機關請求

分割為二個以上之註冊申請案，以原註冊申請日為申請日。 

第 22 條 因商標註冊之申請所生之權利，得移轉於他人。 

 受讓前項之權利者，非經請准更換原申請人之名義，不得對

抗第三人。 

第三章 審查及核准 

第 23 條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冊 

一、不符合第 5 條規定者。 

二、表示商品或服務之形狀、品質、功用或其他說明者。 

三、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或名稱者。 

四、商品或包裝之立體形狀，係為發揮其功能性所必要者。 

五、 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國旗、國徽、國璽、軍旗、軍徽、

印信、勳章或外國國旗者。 

六、相同於國父或國家元首之肖像或姓名者。 

七、 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或展覽性質集會之標

章或所發給之褒獎牌狀者。 

八、 相同或近似於國際性著名組織或國內外著名機構之名

稱、徽記、徽章或標章者。 

九、 相同或近似於正字標記或其他國內外同性質驗證標

記者。 

一○、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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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

虞者。 

一二、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

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

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

者，不在此限。 

一三、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

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者。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

請者，除二者之商標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均相同

外，不在此限。 

一四、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

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者。但得該他

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一五、 有他人之肖像或著名之姓名、藝名、筆名、字號者。

但得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一六、 有著名之法人、商號或其他團體之名稱，有致相關公

眾混淆誤認之虞者。 

一七、 商標侵害他人之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經判決

確定者。但得該他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一八、 相同或近似於我國或與我國有相互承認保護商標之

國家或地區之酒類地理標示，而指定使用於酒類商

品者。 

 前項第十二款、第十四款至第十六款及第十八款規定之情

形，以申請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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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於政府機關或相關機構為申請

人時，不適用之。 

 有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或有不符合第 5 條第二項規定

之情形，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

務之識別標識者，不適用之。 

第 24 條 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認有前條第一項或第 59 條第四項規

定不得註冊之情形者，應予核駁審定。 

 前項核駁審定前，應將核駁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指定

其於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陳述意見。 

第 25 條 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無前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者，應予核

准審定。 

 經核准審定之商標，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

內，繳納註冊費後，始予註冊公告，並發給商標註冊證；屆

期未繳費者，不予註冊公告，原核准審定，失其效力。 

第 26 條 前條第二項之註冊費得分二期繳納；其分二期繳納者，第二

期之註冊費應於註冊公告當日起算屆滿第三年之前三個月

內繳納之。 

 第二期註冊費未於前項期間內繳納者，得於屆期後六個月

內，按規定之註冊費加倍繳納。 

 未依前項規定繳費者，商標權自該加倍繳費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消滅。 

第四章 商標權 

第 27 條 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

為十年。 

 商標權期間得申請延展，每次延展專用期間為十年。 



商標法 

197 

第 28 條 申請商標權期間延展註冊者，應於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起至屆

滿後六個月內申請；其於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申請者，應加

倍繳納註冊費。 

 前項核准延展之期間，自商標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 29 條 商標權人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取得商標權。 

 除本法第 30 條另有規定外，下列情形，應得商標權人之

同意： 

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

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第 30 條 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一、 凡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

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

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 

二、商品或包裝之立體形狀，係為發揮其功能性所必要者。 

三、 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為限；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 

 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

交易流通，或經有關機關依法拍賣或處置者，商標權人不得

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

當事由者，不在此限。 

第 31 條 商標權人得就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商標專責

機關申請分割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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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申請分割商標權，於商標異議或評定案件未確定前，亦

得為之。 

第 32 條 商標註冊事項之變更，應向商標專責機關登記；未經登記

者，不得對抗第三人。 

 商標及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註冊後即不得變更。但指

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不在此限。 

 第 20 條第三項及前條第二項規定，於商標註冊事項之變

更，準用之。 

第 33 條 商標權人得就其註冊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全部或一

部，授權他人使用其商標。 

 前項授權，應向商標專責機關登記；未經登記者，不得對抗

第三人。被授權人經商標權人同意，再授權他人使用者，

亦同。 

 授權登記後，商標權移轉者，其授權契約對受讓人仍繼續

存在。 

 被授權人應於其商品、包裝、容器上或營業上之物品、文書，

為明顯易於辨識之商標授權標示；如標示顯有困難者，得於

營業場所或其他相關物品上為授權標示。 

第 34 條 被授權人違反前條第四項規定，經商標專責機關依職權或依

申請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應廢止其授權登記。 

 商標授權期間屆滿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得檢附相關證據，申請廢止商標授權登記： 

一、 商標權人及被授權人雙方同意終止者。其經再授權者，

亦同。 

二、 授權契約明定，商標權人或被授權人得任意終止授權關

係，經當事人聲明終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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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標權人以被授權人違反授權契約約定，通知被授權人

解除或終止授權契約，而被授權人無異議者。 

第 35 條 商標權之移轉，應向商標專責機關登記；未經登記者，不得

對抗第三人。 

第 36 條 移轉商標權之結果，有二以上之商標權人使用相同商標於類

似之商品或服務，或使用近似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各商標權人使用時

應附加適當區別標示。 

第 37 條 商標權人設定質權及質權之變更、消滅，應向商標專責機關

登記；未經登記者，不得對抗第三人。 

 商標權人為擔保數債權就商標權設定數質權者，其次序依登

記之先後定之。 

 質權存續期間，質權人非經商標權人授權，不得使用該商標。 

第 38 條 商標權人得拋棄商標權。但有授權登記或質權登記者，應經

被授權人或質權人同意。 

 前項拋棄，應以書面向商標專責機關為之。 

第 3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商標權當然消滅： 

一、未依第 28 條規定延展註冊者。 

二、商標權人死亡而無繼承人者。 

第五章 異議 

第 40 條 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23條第一項或第 59條第四項規定之情形

者，任何人得自商標註冊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向商標專責

機關提出異議。 

 前項異議，得就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服務為之。 

 異議應就每一註冊商標各別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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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 提出異議者，應以異議書載明事實及理由，並附副本。異議

書如有提出附屬文件者，副本中應提出。 

 商標專責機關認為異議不合程式而可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

正。 

 商標專責機關應將第一項副本連同附屬文件送達商標權

人，並限期答辯。 

第 42 條 異議應指定未曾審查原案之審查人員審查之。 

第 43 條 異議人或商標權人得提出市場調查報告作為證據。 

 商標專責機關應予異議人或商標權人就市場調查報告陳述

意見之機會。 

 商標專責機關應就當事人陳述之意見及市場調查報告結果

綜合判斷之。 

第 44 條 異議程序進行中，被異議之商標權移轉者，異議程序不受

影響。 

 前項商標權受讓人得聲明承受被異議人之地位，續行異議

程序。 

第 45 條 異議人得於異議審定書送達前，撤回其異議。 

 異議人撤回異議者，不得以同一事實、同一證據及同一理

由，再提異議或評定。 

第 46 條 異議案件經審定異議成立者，應撤銷其註冊。 

第 47 條 前條撤銷之事由，存在於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

服務者，得僅就該部分商品或服務撤銷其註冊。 

第 48 條 經過異議確定後之註冊商標，任何人不得就同一事實、同一

證據及同一理由，申請評定。 

第 49 條 在異議程序進行中，凡有提出關於商標權之民事或刑事訴訟

者，得於異議審定確定前，停止其訴訟程序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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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評定及廢止 

第一節 評定 

第 50 條 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23條第一項或第 59條第四項規定之情形

者，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申請或提請商標專責機關評定

其註冊。 

 商標註冊前，侵害他人之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於註

冊後經法院判決侵害確定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 51 條 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23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二款

至第十七款或第 59 條第四項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告之日

起滿五年者，不得申請或提請評定。 

 前條第二項規定之情形，於其判決確定之日起滿五年者，不

得申請或提請評定。 

 商標之註冊有第 23 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情形係屬惡意者，不

受第一項期間之限制。 

第 52 條 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 

第 53 條 商標評定案件，由商標專責機關首長指定審查人員三人以上

為評定委員評定之。 

第 54 條 評定案件經評決成立者，應撤銷其註冊。但於評決時，該情

形已不存在者，經斟酌公益及當事人利益後，得為不成立之

評決。 

第 55 條 評定案件經評決後，任何人不得以同一事實、同一證據及同

一理由，申請評定。 

第 56 條 第 40 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41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42

條至第 45 條、第四 47 條及第 49 條規定，於商標之評定準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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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廢止 

第 57 條 商標註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

申請廢止其註冊： 

一、 自行變換商標或加附記，致與他人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

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而有使相關消

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二、 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年者。但被

授權人有使用者，不在此限。 

三、 未依第 36 條規定附加適當區別標示者。但於商標專責

機關處分前已附加區別標示並無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者，不在此限。 

四、 商標已成為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名稱或形

狀者。 

五、 商標實際使用時有致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

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 

六、 商標使用結果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經

法院判決侵害確定者。 

 被授權人為前項第一款之行為，商標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而

不為反對之表示者，亦同。 

 有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於申請廢止時該註冊商標已為

使用者，除因知悉他人將申請廢止，而於申請廢止前三個月

內開始使用者外，不予廢止其註冊。 

 廢止之事由僅存在於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服

務者，得就該部分之商品或服務廢止其註冊。 

第 58 條 商標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認為有使用其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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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際使用之商標與其註冊商標不同，而依社會一般通念

並不失其同一性者。 

二、 於以出口為目的之商品或其有關之物件上，標示註冊商

標者。 

第 59 條 商標專責機關應將廢止申請之情事通知商標權人，並限期答

辯。但申請人之申請無具體事證或其主張顯無理由者，得逕

為駁回。 

 第 57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情形，其答辯通知經送達者，商

標權人應證明其有使用之事實，屆期未答辯者，得逕行廢止

其註冊。 

 前項商標權人證明其有使用之事實，應符合商業交易習慣。 

 註冊商標有第 57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情形，經廢

止其註冊者，原商標權人於廢止之日起三年內，不得註冊、

受讓或被授權使用與原註冊圖樣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

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其於商標專責機關處分前，聲明拋棄

商標權者，亦同。 

第 60 條 第 40 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41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42

條至第 44 條規定，於廢止案之審查準用之。 

第七章 權利侵害之救濟 

第 61 條 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

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第 29 條第二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為侵害商標權。 

 商標權人依第一項規定為請求時，對於侵害商標權之物品

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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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條 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侵害商標權： 

一、 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

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

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

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 

二、 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

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

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 

第 63 條 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 

一、 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

害時，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

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

為所受損害。 

二、 依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

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

所得利益。 

三、 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五百倍至一千五百

倍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

定賠償金額。 

 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 

 商標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並得另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 

第 64 條 商標權人得請求由侵害商標權者負擔費用，將侵害商標權情

事之判決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紙。 

第 65 條 商標權人對輸入或輸出有侵害其商標權之物品，得申請海關

先予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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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申請，應以書面為之，並釋明侵害之事實，及提供相當

於海關核估該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或出口貨物離岸價格之保

證金或相當之擔保。 

 海關受理查扣之申請，應即通知申請人；如認符合前項規定

而實施查扣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被查扣人。 

 被查扣人得提供與第二項保證金二倍之保證金或相當之擔

保，請求海關廢止查扣，並依有關進出口貨物通關規定辦理。 

 海關在不損及查扣物機密資料保護之情形下，得依申請人或

被查扣人之申請，准其檢視查扣物。 

 查扣物經申請人取得法院確定判決，屬侵害商標權者，除第

66 條第四項規定之情形外，被查扣人應負擔查扣物之貨櫃

延滯費、倉租、裝卸費等有關費用。 

第 66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海關應廢止查扣： 

一、 申請人於海關通知受理查扣之日起十二日內，未依第

61 條規定就查扣物為侵害物提起訴訟，並通知海關者。 

二、 申請人就查扣物為侵害物所提訴訟經法院裁定駁回確

定者。 

三、查扣物經法院確定判決，不屬侵害商標權之物者。 

四、申請人申請廢止查扣者。 

五、符合前條第四項規定者。 

 前項第一款規定之期限，海關得視需要延長十二日。 

 海關依第一項規定廢止查扣者，應依有關進出口貨物通關規

定辦理。 

 查扣因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事由廢止者，申請人應負擔

查扣物之貨櫃延滯費、倉租、裝卸費等有關費用。 

第 67 條 查扣物經法院確定判決不屬侵害商標權之物者，申請人應賠償

被查扣人因查扣或提供第 65 條第四項規定保證金所受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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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就第 65 條第四項規定之保證金，被查扣人就第 65 條

第二項規定之保證金，與質權人有同一之權利。但前條第四

項及第 65 條第六項規定之貨櫃延滯費、倉租、裝卸費等有

關費用，優先於申請人或被查扣人之損害受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海關應依申請人之申請，返還第 65 條

第二項規定之保證金： 

一、 申請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或與被查扣人達成和解，

已無繼續提供保證金之必要者。 

二、 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事由廢止查扣，致

被查扣人受有損害後，或被查扣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

後，申請人證明已定二十日以上之期間，催告被查扣人

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 

三、被查扣人同意返還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海關應依被查扣人之申請返還第 65 條

第四項規定之保證金： 

一、 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事由廢止查扣，或

被查扣人與申請人達成和解，已無繼續提供保證金之必

要者。 

二、 申請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後，被查扣人證明已定二十

日以上之期間，催告申請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 

三、申請人同意返還者。 

第 68 條 前三條規定之申請查扣、廢止查扣、檢視查扣物、保證金或

擔保之繳納、提供、返還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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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條 依第 33 條規定，經授權使用商標者，其使用權受有侵害時，

準用本章之規定。 

第 70 條 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

訴訟，不以業經認許者為限。 

第 71 條 法院為處理商標訴訟案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

辦理。  

第八章 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 

第 72 條 凡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品質、精密度、產地

或其他事項，欲專用其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證明標章。 

 證明標章之申請人，以具有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能力之法

人、團體或政府機關為限。 

 前項申請人係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者，不得申

請註冊。 

第 73 條 證明標章之使用，指證明標章權人為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

特性、品質、精密度、產地或其他事項之意思，同意其於商

品或服務之相關物品或文書上，標示該證明標章者。 

第 74 條 凡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表彰其組織或會

籍，欲專用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團體標章。 

 前項團體標章註冊之申請，應以申請書載明相關事項，並檢

具團體標章使用規範，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之。 

第 75 條 團體標章之使用，指為表彰團體或其會員身分，而由團體或

其會員將標章標示於相關物品或文書上。 

第 76 條 凡具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欲表彰該團體之成

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得藉以與他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

務相區別，欲專用標章者，得申請註冊為團體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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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團體商標註冊之申請，應以申請書載明商品或服務類別

及名稱，並檢具團體商標使用規範，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之。 

第 77 條 團體商標之使用，指為表彰團體之成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

務，由團體之成員將團體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上，並得藉

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 

第 78 條 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團體商標權不得移轉、授權他人

使用，或作為質權標的物。但其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無損

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第 79 條 標章權人或其被授權使用人以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

標為不當使用致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者，商標專責機關得依

任何人之申請或依職權廢止其註冊。 

 前項所稱不當使用，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 證明標章作為商標使用，或標示於證明標章權人之商品

或服務之相關物品或文書上。 

二、 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之使用，造成社會公眾對於該團體

性質之誤認。 

三、違反前條規定而為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 

四、違反標章使用規範。 

五、其他不當方法之使用。 

第 80 條 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除本章另有規定外，依其性

質準用本法有關商標之規定。 

第九章 罰則 

第 81 條 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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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或團體商

標者。 

二、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或團體商

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或

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第 82 條 明知為前條商品而販賣、意圖販賣而陳列、輸出或輸入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五萬元以下

罰金。 

第 83 條 犯前二條之罪所製造、販賣、陳列、輸出或輸入之商品，或

所提供於服務使用之物品或文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

收之。 

第一○章 附則 

第 84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已註冊之

商標或標章，不適用第 26 條規定。 

第 85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已註冊之

服務標章，自本法修正施行當日起，視為商標。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尚未註冊

之服務標章申請案，於本法修正施行當日起，視為商標註冊

申請案。 

第 86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已註冊之

聯合商標、聯合服務標章、聯合團體標章或聯合證明標章，

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獨立之註冊商標或標章；其存

續期間，以原核准者為準。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尚未註冊

之聯合商標、聯合服務標章、聯合團體標章或聯合證明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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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獨立之商標或標章註

冊申請案。 

 前項申請人得於核准審定送達前申請撤回，並請求退費。 

第 87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已註冊之

防護商標、防護服務標章、防護團體標章或防護證明標章，

依其註冊時之規定；於其專用期間屆滿前，應申請變更為獨

立之註冊商標或標章；屆期未申請變更者，商標權消滅。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尚未註冊

之防護商標、防護服務標章、防護團體標章或防護證明標章

申請案，自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之

日起，視為獨立之商標或標章註冊申請案。 

 前項申請人得於核准審定送達前申請撤回，並請求退費。 

第 88 條 依第 86 條第一項規定視為獨立之註冊商標或標章者，關於

第 57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三年期間，自本法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當日起算。 

 依前條第一項申請變更為獨立之註冊商標或標章者，關於第

57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三年期間，自變更當日起算。 

第 89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准審

定之註冊申請案，於本法修正施行時未經撤銷原審定者，依

修正後之規定，逕予註冊；其應繳納第一期之註冊費，視為

已繳納。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經撤銷核

准審定，於本法施行後，經行政爭訟撤銷原處分確定應予註

冊者，依修正後之規定，逕予註冊；其應繳納第一期之註冊

費，視為已繳納。 

第 90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異

議，尚未異議審定之案件，以本法修正施行前及本法修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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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後之規定均為違法事由為限，始撤銷其註冊；其程序依修

正後之規定辦理。 

第 91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已申請或

提請評定，尚未評決之評定案件，以本法修正施行前及本法

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均為違法事由為限，始撤銷其註冊；其程

序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對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註冊之

商標、證明標章及團體標章，於本法修正施行後申請或提請

評定者，以其註冊時及本法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均為違法事由

為限。 

第 92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尚未處分

之商標撤銷案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後商標廢止案件之規定

辦理。 

第 93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94 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六個月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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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

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事業如下： 

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三、同業公會。 

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第 3 條 本法所稱交易相對人，係指與事業進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給者

或需求者。 

第 4 條 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

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 

第 5 條 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

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

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

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第 5-1 條 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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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占有率未達

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台幣十億

元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

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

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

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第 6 條 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而言： 

一、與他事業合併者。 

二、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計算前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

併計入。 

第 7 條 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

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

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

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

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 



公平交易法 

215 

第 8 條 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參加

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

參加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言。 

 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

或負擔債務。 

 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係指就多層次傳銷訂定營運計畫

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行為之事業。 

 外國事業之參加人或第三人，引進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

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本法所稱參加人如下： 

一、 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計畫或組織，推廣、銷售商品或

勞務，並得介紹他人參加者。 

二、 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累積支付一定代價後，始取

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者。 

第 9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 

第二章 獨占、結合、聯合行為 

第 10 條 獨占之事業，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第 11 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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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 

三、 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

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就金融機構事業

與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公告之。 

 事業自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三十

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

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對於

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 12 條規定作成決定。 

 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三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

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

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者。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者。 

第 11-1 條 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 

一、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

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 

二、 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

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 

三、 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

全部或一部營業，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四、 事業依公司法第 167 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二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

第 6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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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

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 

第 13 條 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

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前條第二項

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

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

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 

 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所為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第 14 條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

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

型式者。 

二、 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

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 

六、 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

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

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 

七、 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

共同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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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

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第 15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三年；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

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展，

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三年。 

第 16 條 聯合行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由消滅、經濟情況變更或事

業逾越許可之範圍行為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許可、變更

許可內容、命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三條之許可、條件、負擔、期限及有關

處分，應設置專簿予以登記，並刊載政府公報。 

第三章 不公平競爭 

第 18 條 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

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

約定無效。 

第 19 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者，事業不得為之︰ 

一、 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

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

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四、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

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 

五、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

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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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

易之行為。 

第 20 條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

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

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

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 

二、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

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

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

淆者。 

三、 於同一商品或同類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

外國著名商標，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商

標之商品者。 

 
 前項規定，於下列各款行為不適用之︰ 

一、 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商品本身習慣上所通用之名稱，

或交易上同類商品慣用之表徵，或販賣、運送、輸出或

輸入使用該名稱或表徵之商品者。 

二、 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交易上同種營業或服務慣用名稱

或其他表徵者。 

三、 善意使用自己姓名之行為，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

使用該姓名之商品者。 

四、 對於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列之表徵，在未為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前，善意為相同或類似使用，或其

表徵之使用係自該善意使用人連同其營業一併繼受而

使用，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表徵之商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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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因他事業為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行為，致其營業、商

品、設施或活動有受損害或混淆之虞者，得請求他事業附加

適當表徵。但對僅為運送商品者，不適用之。 

第 21 條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

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

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 

 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

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

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

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第 22 條 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

譽之不實情事。 

第 23 條 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如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

勞務之合理市價者，不得為之。 

第 23-1 條 多層次傳銷參加人得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

次傳銷事業解除契約。 

 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參加人

退貨之申請，取回商品或由參加人自行送回商品，並返還參

加人於契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金及其他加入時給付

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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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還參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

除商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

之價值，及已因該進貨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 

 前項之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

運費。 

第 23-2 條 參加人於前條第一項解約權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

止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參加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後三十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

以參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參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

得扣除已因該項交易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及取回

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 

第 23-3 條 參加人依前二條行使解除權或終止權時，多層次傳銷事業不

得向參加人請求因該契約解除或終止所受之損害賠償或違

約金。 

 前二條關於商品之規定，於提供勞務者準用之。 

第 23-4 條 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報表應經會計

師簽證並對外揭露、對參加人應告知之事項、參加契約內

容、參加人權益保障、重大影響參加人權益之禁止行為及

對參加人之管理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24 條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第四章 公平交易委員會 

第 25 條 為處理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行政院應設置公平交易委員

會，其職掌如下： 

一、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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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 

三、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 

四、關於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事項。 

五、關於公平交易之其他事項。 

第 26 條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

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 

第 27 條 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本法為調查時，得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二、 通知有關機關、團體、事業或個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

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 

三、 派員前往有關團體或事業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

為必要之調查。 

 執行調查之人員依法執行公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

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調查者得拒絕之。 

第 27-1 條 當事人或關係人於前條調查程序進行中，除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外，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必要，得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 

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 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

保密之必要者。 

三、 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

密之必要者。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五、 有嚴重妨礙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

正常進行之虞者。 

 前項申請人之資格、申請時間、資料或卷宗之閱覽範圍、進

行方式等相關程序事項及其限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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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條 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處理有關公平交易案件

所為之處分，得以委員會名義行之。 

第 29 條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第五章 損害賠償 

第 30 條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

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 

第 31 條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第 32 條 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

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

三倍。 

 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

益計算損害額。 

第 33 條 本章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

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為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第 34 條 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

費用，將判決書內容登載新聞紙。 

第六章 罰則 

第 35 條 違反第 10 條、第 14 條、第 20 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 41 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 23 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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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 違反第 19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41 條規定限期命其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

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 37 條 違反第 22 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第 38 條 法人犯前三條之罪者，除依前三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第 39 條 前四條之處罰，其他法律有較重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40 條 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

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 12 條第

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除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

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結合有第 11 條第五項但書第二款規定之情形者，處新

台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41 條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台幣五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千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 

第 42 條 違反第 23 條規定者，除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外，其情節重大

者，並得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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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第 23 條之一第二項、第 23 條之二第二項或第 23 條之

三規定者，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得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

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

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令解

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 條之四所定之管理辦法者，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 

第 42-1 條 依本法所處停止營業之期間，每次以六個月為限。 

第 43 條 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第 27 條規定進行調查時，受調查者於期

限內如無正當理由拒絕調查、拒不到場陳述意見，或拒不提

出有關帳冊、文件等資料或證物者，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受調查者再經通知，無正當理由連續拒

絕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得繼續通知調查，並按次連續處新台

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接受調查、到場陳述意

見或提出有關帳冊、文件等資料或證物為止。 

第 44 條 依前四條規定所處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七章 附則 

第 45 條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

用本法之規定。 

第 46 條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

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47 條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

訴或提起民事訴訟。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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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人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其由團體或機

構互訂保護之協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 

第 48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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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專家小組決定書（一） 

案 號：STLC2001-001 

申訴人：瑪斯公司 

註冊人：欽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當事人 

1.1.  
申訴人： 瑪斯公司（Mars, Incorporated），係一依照美國德拉瓦州法律組織

成立並存續之公司，其地址為美國維吉尼亞州○○○○○○○○

○○○○。 

代理人： 齊麟國際法律事務所童文薰律師、薛雅倩律師，其地址為台北市

忠孝西路一段六十六號三十樓。 

1.2. 
註冊人： 欽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一依照中華民國法律組織成立並存續

之公司，其地址為台北縣蘆洲市○○○○○○○○○○。 

 註冊人之代表人為李聯榮先生 

 註冊人未委任代理人。 

2. 系爭網域名稱與其受理註冊機構 

2.1. 系爭網域名稱為「m-ms.com.tw」 

2.2. 系爭網域名稱之受理註冊機構，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以

下簡稱「TWNIC」），其地址為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九號

四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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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爭網域名稱係由註冊人於 1999 年 4 月 20 日申請完成註冊。 

3. 本案處理程序 

3.1. 申訴人之代理人於 2001 年 6 月 15 日將申訴書紙本與申訴書電子

檔，親自送達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以下簡稱「科

法中心」），選擇由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並繳交爭議處理費用新

台幣肆萬元整。 

3.2. 由於申訴人於申訴書中，請求將系爭網域名稱移轉予其子公司美商

艾汾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Effem Foods Inc., Taiwan，以下簡

稱「艾汾公司」），不符「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

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處理辦法」）第九條之規定，科法中心遂依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於 2001 年 6 月

19 日以傳真及郵寄，通知申訴人補正。 

3.3. 申訴人於 2001 年 6 月 20 日親送函覆科法中心，將申訴書中請求救

濟之方法，補正為：「請求註冊人應將已註冊之該網域名稱移轉予

申訴人」。 

3.4.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6 月 21 日依「處理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以

傳真及郵寄請 TWNIC 提供系爭網域名稱之註冊及使用相關資訊。

TWNIC 於 2001 年 6 月 21 日以傳真函覆科法中心相關資訊。 

3.5. 科法中心於確認申訴書內容符合「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及「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則」（以

下簡稱「處理附則」之相關規定後，正式受理本案。並於 2001 年

6 月 21 日以傳真及電子郵件將申訴書寄送予註冊人，並於 2001 年

6 月 22 日以郵寄方式將申訴書寄送予註冊人，通知註冊人應於處

理程序開始日起二十日內向科法中心提出答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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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由於傳真及電子郵件未能提供傳送記錄，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7 月

5 日接獲註冊人寄回之郵件送達收據，故科法中心依據「實施要點」

第二條第六項第二款之規定，以註冊人簽收之郵寄送達收據上記載

之日期 2001 年 6 月 29 日為送達日期，故依「實施要點」第四條第

三項之規定，本案處理程序開始日為 2001 年 6 月 29 日。 

3.7.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7 月 5 日依「實施要點」第四條第四項之規定，

將處理程序開始日通知雙方當事人及 TWNIC。 

3.8.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7 月 17 日接獲註冊人郵寄之答辯書紙本與答辯

書電子檔。 

3.9. 由於註冊人於答辯書中，並未表明是否同意由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

組，或選擇由三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科法中心遂於 2001 年 7 月

19 日以傳真及郵寄方式通知註冊人補正。 

3.10.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7 月 20 日依「實施要點」第五條之規定，將註

冊人之答辯書，以傳真及郵寄方式寄送予申訴人，該郵件送達收據

所記載之送達日期為 2001 年 7 月 23 日。 

3.11.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7 月 23 日接獲註冊人答辯書之補正，表示同意

由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處理本案，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7 月 24 日

以傳真及郵寄方式寄送該答辯書之補正予申訴人。 

3.12.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7 月 24 日依「實施要點」第六條之規定，自其

專家名單中選定周天先生，組成處理本案之專家小組，並由周天先

生簽署專家同意書，科法中心於同日以傳真及郵寄方式，通知雙方

當事人及 TWNIC 有關本案專家小組之選定及預定作出決定之日期

為 200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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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事實 

4.1. 申訴人為中華民國商標註冊號數第 80857 號「M&M’s」之商標專

用權人，專用期間自 1976 年 3 月 1 日起，歷經延展至 2006 年 2 月

28 日止，指定使用於蜜餞、糖果等商品。 

4.2. 申訴人於 2000 年 3 月間擬將「M&M’s」此一註冊商標，向 TWNIC

申請註冊為系爭網域名稱，以設置網站供消費者連線，提供資訊、

商品及服務，惟發現系爭網域名稱已被註冊人於 1999 年 4 月 20 日

註冊使用。申訴人即依據系爭網域名稱查詢該網站使用情形，卻發

現並無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可供連結，迄今依然如此。 

4.3. 嗣申訴人為解決此一爭議，乃委任代理人與註冊人商談移轉事宜，

然均無法與註冊人取得聯繫。申訴人遂委任代理人依「處理辦法」、

「實施要點」及「處理附則」之相關規定，於 2001 年 6 月 15 日向

科法中心提出申訴。 

5. 適用規定 

5.1.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3 月 29 日，經 TWNIC 認可並簽約，成為國家

代碼（ccTLD）為.tw 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5.2. 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註冊人註冊之網域名稱，如與

第三人產生爭議時，同意依「處理辦法」及「實施要點」之規定辦

理之，經申訴人向科法中心提出本申訴案，故註冊人有私法上之契

約義務，接受科法中心處理本案系爭網域名稱之爭議。 

5.3. 科法中心將依據「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及「處理附則」之相關

規定處理本案，上述未規定之事項，將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參酌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簡稱

「ICANN」）所頒布之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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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以下簡稱「UDRP」）、Rules for UDRP（以下簡稱「Rules」），

以及其他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如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以下簡稱「WIPO 

Center」）所做成之網域名稱爭議專家小組決定書。 

5.4. 申訴要件：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訴人得以註冊

人之網域名稱註冊，具有下列情事為由，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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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3）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5.5. 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認定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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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註冊人使用該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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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認定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

網域名稱，得參酌下列各款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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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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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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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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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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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當事人之主張 

6.1. 申訴人之主張略以： 

（1） 申訴人所有之「M&M’s」商標，早於 1976 年起即在中華民國

取得註冊，其涉足之領域包括巧克力、糖果、食品、照相器材

等各類商品及相關服務，名聞遐邇，舉世皆知。申訴人不僅在

中華民國取得數十件商標及服務標章專用權，且於世界各國廣

泛使用「M&M’s」一字為其商標及服務之標章。且申訴人

「M&M’s」之商標暨表徵，數十年間先後經申訴人及其子公

司艾汾公司長期投入鉅額研發費用，製造優良商品，並挹注廣

告費用，藉由電視、報章雜誌等媒體向消費者加以推廣及促

銷，並於全省各地之便利商店及百貨公司附設超級市場、一般

之超級市場及大型量販店等處建立銷售通路，是以該商標已成

為著名商標，並已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2） 註冊人搶先註冊之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著名商標

「M&M’s」相近似，註冊人長期非法佔用系爭網域名稱，不

但致使申訴人因而被拒於網路入口，進而喪失以消費者熟稔之

名稱，進入網際網路市場爭取交易之機會，且因該網站未實際

運作，致消費者因信賴該表徵，而誤以為申訴人於網路上不能

提供完善之商品服務，甚或厭惡感，導致日後不願購買申訴人

之商品或服務，而嚴重損及申訴人之企業形象，並造成鉅大之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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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註冊人之中文名稱為「欽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英文譯名

「Champion Technology」顯與系爭網域名稱毫無關聯，而且註

冊人別無任何與系爭網域名稱相同或近似之註冊商標、標

章、姓名等標識，是以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並無正當權利

或利益。 

（4） 註冊人無正當權利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及其以妨礙申訴人使用

「M&M’s」商標，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惡意已昭然若揭。倘

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建立網站，亦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

該網站為申訴人所有；今因該網域名稱未實際運轉使用，固無

混淆誤認之情事，然仍致使申訴人無法提供完善之商品服務，

而有損申訴人之企業形象，同時阻礙申訴人之交易機會，造成

申訴人鉅額之損害。 

6.2. 註冊人之主張略以： 

（1） 註冊人所註冊之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所享有的「M&M’s」

商標，其公司英文名稱「Mars」及其子公司艾汾公司的英文名

稱「Effem Foods」名稱並不相同，營業項目亦不相同，更無

混淆申訴人的業務。 

（2） 註冊人對系爭網域名稱的擁有，享有正當利益與自主的使用權

利。 

（3） 註冊人目前網域是向他人借用，依附在他人的網域中，待自己

網頁完成時，再轉移至自己註冊的網域。 

（4） 註冊人的營業項目為「電工器材之風扇、散熱片」，與申訴人

所營業的項目「食品業」，全然不同，不致造成混淆，誤導消

費者或減損申訴人的商業利益。 

（5） 註冊人從未接獲申訴人派員前來，商談有關系爭網域名稱事

宜，並非申訴人所言，無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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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註冊人對於系爭網域名稱依法註冊擁有，將規劃設立自有網

站，作為業務推廣的正當使用。 

（7） 註冊人係正當使用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不同的營業類別，

所以不會誤導消費者，或減損申訴人的商業利益。 

7. 決定理由 

7.1. 網域名稱爭議，其法律性質屬私權爭議，故「處理辦法」所規定之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原則上係採辯論主義，亦即專家小組僅以

當事人提出之事實證據，做為決定之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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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家小組做成決定之證據資料，以當事人所提供之申訴書或

答辯書及其補充說明或文件為原則，並輔以由 TWNIC 所提供與網

域名稱註冊及使用之相關資訊。 

7.2. 申訴人應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就所規定之申訴要件存在

之事實，負擔主張責任與舉證責任。 

7.3. 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是否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 

（1） 申訴人主張該公司自 1976 年起在中華民國取得「M&M’s」之

註冊商標專用權迄今，為「M&M’s」之商標專用權人，並主

張註冊人註冊之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近似，致

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而註冊人則否認兩者間有近似性，並主

張因雙方當事人公司名稱與營業項目均不相同，故不致產生混

淆。 

（2） 查申訴人註冊中華民國第 80857 號「M&M’s」商標，專用期

間自 1976 年 3 月 1 日起，歷經延展至 2006 年 2 月 28 日止，

指定使用於蜜餞、糖果等商品，故享有「M&M’s」註冊商標

專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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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緣「處理辦法」保護之標的，包括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

稱或其他標識，本案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公司名稱雖不相

同，但如與申訴人之商標有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之情形，

亦為「處理辦法」適用之對象，而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

標是否近似，更與彼此營業項目無涉，如對網路使用者有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便符合此項要件。 

（4） 本案系爭網域名稱，乃一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其第二層網域

名稱「m-ms」依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份之原則，異時異地

加以隔離觀察，雖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M&M’s」不完全相

同，但卻與該商標「M&M’s」之主要文字部分，讀音與外觀

皆極為近似，其間雖有「-」與「&」、「’」等標點符號之差異，

但對一般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網路使用者而言，如施以普通之

注意仍有造成混淆之虞。 

（5） 依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他一切資料，專家小組認定系

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近似而產生混淆，合於「處理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7.4. 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1）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對於系爭網域名稱，並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並舉證如下：註冊人之中文名稱為「欽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英文譯名「Champion Technology」顯與系爭網域名稱毫無關

聯，而且註冊人別無任何與系爭網域名稱相同或近似之註冊商

標、標章、姓名等標識。註冊人對於申訴人之上述主張並未爭

執，僅主張系爭網域名稱為其依法註冊擁有，享有正當利益與

自主的使用權利。 

（2） 查申訴人於 1976 年即取得中華民國註冊商標「M&M’s」，而

註冊人遲至 1993 年 6 月 25 日始完成公司設立登記，申訴人未

曾授權或同意註冊人使用其註冊商標「M&M’s」或將該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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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申請註冊為網域名稱，且註冊人之中文公司名稱為「欽

品」，英文公司名稱為「Champion」，皆與系爭網域名稱毫無

關聯，註冊人公司登記之所營事業，為衛星天線接收系統及零

組件等之買賣業務，系爭網域名稱與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並

無任何關聯，註冊人亦未就系爭網域名稱，主張享有其他權利

或正當利益。註冊人不得單純以時間上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在先

之事實，而主張對系爭網域名稱擁有權利或正當利益。 

（3） 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對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

利益之主張，完成舉證責任。 

（4） 註冊人雖主張目前係依附在他人網域中，待自己網頁完成時，

再轉移至自己註冊的系爭網域名稱，但未舉證證明所主張之上

述事實為真實，故專家小組無法認定註冊人是否在收到第三人

或爭議處理機構通知有關系爭網域名稱之爭議前，已以善意使

用或可證明已準備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或與其相當之名稱，銷售

商品或提供服務，因此不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

款之規定。 

（5） 註冊人未主張其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故

專家小組無法加以斟酌，因此不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

項第二款之規定。 

（6） 註冊人主張將規畫設立自有網站，作為業務推廣的正當使用，

且與申訴人營業類別不同，不會誤導消費者或減損申訴人的商

業利益。惟註冊人就其主張應負舉證責任，然在答辯書及專家

小組要求之補充說明中，均未提出任何規畫架設網站之證據，

專家小組無從認定其主張之真實性，因此不合於「處理辦法」

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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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他一切資料，專家小組認定註

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合於「處理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7.5. 註冊人是否惡意註冊或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1） UDRP4(a)(iii)規定註冊人必須「惡意註冊且使用網域名稱」

（Domain name has been registered and is being used in bad 

faith），WIPO Center 在爭議處理的專家小組決定書中，亦認為

申訴案件之成立，必須具備「惡意註冊」與「惡意使用」二個

要件同時並存（Telstra Corporation Limited v. Nuclear Marshmallows, 

WIPO Case No.D2000-0003）。 

（2） 惟「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卻明文規定「註冊人惡

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可知依「處理辦法」之規定，申訴

案件之成立，註冊人「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二個要件中，

如有其一成立者，便合於該條款之要件。「處理辦法」之此一

規定，雖與 UDRP 之相關規定及 WIPO Center 的許多爭議案

件專家小組決定書之見解不同，但此一立場，符合實務上許多

搶註知名網域名稱，而未使用之情況，且合於 WIPO 1999 年

針對著名商標保護的聯合建議書（ 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Marks）

第 6 條之規定：「A domain name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at least where that domain name, or an 

essential part thereof,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a 

translation, or a transliteration of the well-known mark, and the 
domain name has been registered or used in bad faith.」。 

（3） 依「處理辦法」第六條之規定，「爭議處理機構應依本辦法處

理爭議」，故專家小組應依「處理辦法」之明文規定處理本案。

因此，申訴人如能舉證證明註冊人「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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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即合於申訴要件，UDRP、Rules 及其他爭議處理機

構如 WIPO Center 所曾做成之專家小組決定書，將僅供專家小

組做為參考，對於專家小組做成決定並無拘束力。 

（4） 「處理辦法」及「實施要點」均未就「惡意註冊」或「惡意使

用」網域名稱加以定義，惟依「處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及第

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可知「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

稱，係指以「不正當之目的」註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因此，

申訴人應主張並舉證證明，註冊人於註冊或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時，具有「不正當之目的」。 

（5） 「不正當之目的」係一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專家小組應參酌雙

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他一切資料，就個案特定事實加以

認定，並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得參酌該項所

列之各款情形，然不以該項所列之各款情形為限。 

（6） 申訴人並未主張並舉證證明，註冊人註冊或取得系爭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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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亦未主張並舉證證明，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

主要目的，係為妨礙競爭者之商業活動。故專家小組無須就上

述二種情形，加以斟酌，因此不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

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規定。 

（7）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搶先註冊系爭網域名稱，致使申訴人因此被

拒於網路入口，而喪失以消費者熟稔之名稱，進入網際網路市

場，爭取交易之機會，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註冊網

域名稱為目的，註冊人對申訴人之主張未爭執。 

（8） 判斷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是否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

冊商標註冊網域名稱為目的，必須依據個案特定客觀事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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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主觀意識，以及是否造成妨

礙申訴人以註冊商標為網域名稱，進入網際網路市場之結果。 

（9） 依據 UDRP4b(ii)之規定，判斷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是

否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註冊網域名稱，必須以註冊

人有以註冊他人商標為網域名稱之慣行模式為要件，「provided 

that you have engaged in a pattern of such conduct」，且 WIPO 

Center 處理網域名稱爭議的許多專家小組決定書中，亦持此項

見解 Madonna Ciccone, p/k/a Madonna v. Dan Parisi and 

"madonna.com", WIPO Case No. D2000-0847。 

（10） 由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並未明文規定此項要

件，專家小組認為 UDRP 及 WIPO Center 根據註冊人註冊網

域名稱之慣行模式，以判斷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是否係

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註冊網域名稱為目的，對於專家

小組雖無拘束力，但係可供專家小組斟酌考量之因素之一。 

（11） 查 TWNIC 所提供之註冊人網域名稱資料顯示，註冊人共計註

冊 3 筆網域名稱，包括系爭網域名稱「m-ms.com.tw」、「欽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業.tw」及「欽品科技.商業.tw」，故可知

註冊人並無合於以註冊他人商標為慣行模式之情形。 

（12） 查TWNIC所提供之申訴人及其子公司艾汾公司所註冊之網域

名稱資料顯示，申訴人雖未註冊網域名稱，但艾汾公司卻已註

網域名稱共計 23 筆，包括與申訴人註冊商標「M&M’s」相關

之「mms.com.tw」、「m-mschocolate.com.tw」、「m-msworld. 

com.tw」及「台灣 m-ms.商業.tw」等，故可知註冊人註冊系爭

網域名稱，並無如申訴人所主張，造成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

商標做為網域名稱，進入網際網路市場之結果。 

（13） 故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之主張，未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

三項第二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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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申訴人主張其註冊商標「M&M’s」已成為著名商標及相關事

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註冊人意圖與申訴人之註冊商

標產生混淆，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且因系爭網

域名稱之網站未實際運作，致使消費者誤以為申訴人於網路上

不能提供完善服務，而嚴重損及申訴人之企業形象。註冊人則

主張其與申訴人之營業項目全然不同，不致造成混淆，誤導消

費者，或減損申訴人的商業利益。 

（15） 判斷申訴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否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

項第四款之規定，必須依據個案特定客觀事實，以探求註冊人

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主觀意識，以及是否造成誤導網路使用

者瀏覽註冊人網站之客觀事實。 

（16）A、 查申訴人於世界各國註冊「M&M’s」等商標及服務標章達

數百件，並透過各種媒體、報章雜誌及網路等方式行銷其

商品。 

B、申訴人自 1976 年起，即在中華民國取得「M&M’s」等數

十件註冊商標，二十多年間先後經申訴人及艾汾公司，長

期挹注廣告費用，藉由電視、報章雜誌以及網路等各種媒

體，向消費者行銷，其最著名且為家喻戶曉之廣告詞即為

「M&M’s 巧克力，只溶你口，不溶你手。」。 

C、申訴人「M&M’s」等註冊商標商品之行銷通路，遍及全省

各地之 Seven-Eleven，全家便利商店等各大便利商店、屈

臣氏、頂好超市、大潤發、萬客隆、新光三越及遠東百貨

附設超級市場等各大超級市場，以及桃園中正機場免稅商

店等，在各大、小據點均建立其銷售管道。 

D、 榮獲香港第七屆十大電視廣告獎及中華民國中時電子報

網路廣告獎之最佳贊助廣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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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88 年認定申訴人之「M&M’s」商標

為著名商標，而加之保護。 

F、 薪傳出版社 1998 年 8 月出版之《孫子兵法與商政謀略》

一書中，亦收錄有申訴人等知名企業成功經營之絕招。 

G、 申訴人之商標商品生產地，被指定為著名觀光景點。 

H、 排名前十大之英語教學雜誌──空中英文教室於2000年2

月，亦曾登載介紹申訴人之商標商品歷史。 

I、 其他網路上對於申訴人註冊商標商品之資訊。 

J、 多次參與贊助公益活動，如於 2000 年 11 月參加由家扶中

心基金會所舉辦之「澆不息的跨世紀認養之愛」。 

 申訴人之註冊商標「M&M’s」已成為著名商標，且顯已廣為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此一客觀事實恐非註冊人所

不知。 

（17） 依「處理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註冊人申請註冊網域名稱時，

應告知 TWNIC 並確保「就註冊人所知，其註冊之網域名稱並

未侵害他人之權益」，註冊人明知「M&M’s」係申訴人之著名

商標，而仍以近似於申訴人著名商標之主要文字部份，申請註

冊系爭網域名稱，不但違反註冊人對於 TWNIC 之告知義務，

且將與申訴人著名商標所表彰之商品品質及申訴人之公司商

譽，產生不當攀附效果（The Professional Golf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 Geoff Watson, WIPO Case No. D2000-1779），註冊人

係一公司組織，以營利為其經營目的，綜上可知，註冊人註冊

系爭網域名稱，係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產生

混淆。 

（18） 實務上，一般網路使用者於不知特定網域名稱之情形下，通常

會以公司名稱之特取部份或商標之文字部分，來猜測可能之網

域名稱，以便進入該公司之網站，例如：以「ts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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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查詢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之網站、以「mcdonald. 

com.tw」來查詢麥當勞公司之網站。因此，欲進入申訴人公司

網站之網路使用者，通常會以申訴人之公司名稱「Mars」或

著名商標「M&M’s」，來猜測申訴人公司之網域名稱。 

（19） 依「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之字元規定，屬性型英文網域名

稱之可使用字元（Byte），以 52 個大小寫英文字母、0～9 數

字、以及連接符號「-」，共 63 個字符為限。網路使用者如欲

使用其商標「M&M’s」進入申訴人之網站，必須捨棄「&」及

「’」之標點符號，因而連結到系爭網域名稱網站，將使消費

者誤認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為申訴人所架設或該網站所提供

之商品及服務，為申訴人所產製或提供。綜上所述，註冊人註

冊系爭網域名稱，將造成引誘或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網

站之客觀事實。 

（20） 註冊人自 1999 年 4 月 20 日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起，迄本案決

定日期止，歷時二年餘，註冊人均未以系爭網域名稱架設網

站，網路使用者無法連結系爭網域名稱網頁內容之事實，並不

影響網路使用者已被引誘或誤導至瀏覽註冊人網站之結果。 

（21） 故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之主張，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

項第四款之規定。 

（22） 註冊人長期佔有近似申訴人著名商標之網域名稱，而且未能提

供網頁內容，將使網路使用者對申訴人之著名商標，產生信譽

減損的負面評價，損害申訴人之商業利益，專家小組認定註冊

人構成惡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WIPO Center 專家小組在許多

網域名稱爭議案例中，亦認定搶註他人著名商標為網域名稱，

卻未開站使用（passive holding）係惡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Such passive holding has been held in a number of cases to 

constitute use of the domain name in bad faith" Dow Jo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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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c. v. Hephzibah Intro-Net Project Limited, WIPO 
Case No.D2000-0704）。 

（23） 依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它一切資料，專家小組認定註

冊人惡意註冊並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 

8. 決定主文 

8.1. 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就系爭網域名稱之申訴，合於「處理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故依申訴書中請求之救濟方法，決定將系爭網

域名稱移轉於申訴人。 

 
專家小組：周天 

決定日期：2001 年 08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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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專家小組決定書（二） 

案 號：STLC2001-002  

申訴人：德商雨果伯斯公司 

註冊人：台亞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1. 當事人 

1.1. 
申訴人： 德商雨果伯斯公司。 

代理人： 照華國際工商聯合事務所邱長彥律師（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一

段二十三號十樓之一室）。 

1.2. 
註冊人： 台亞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台北市○○○○○○○○

○）。 

 註冊人未委任代理人。 

2. 系爭網域名稱與其受理註冊機構 

2.1. 系爭網域名稱為「boss.com.tw」。 

2.2. 系爭網域名稱之受理註冊機構，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以

下簡稱「TWNIC」），其地址為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九號

四樓之二。 

2.3. 系爭網域名稱係由註冊人於 2000 年 4 月 29 日申請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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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處理程序 

3.1. 申訴人之代理人於 2001 年 7 月 20 日將申訴書紙本郵寄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以下簡稱「科法中心」），請求移轉系

爭之網域名稱，並選擇由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申訴人之代理人

於同月 23 日以電子郵件寄交申訴書電子檔，並於同月 26 日繳交爭

議處理費用新台幣肆萬元整。 

3.2. 科法中心於確認申訴書內容符合「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

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處理辦法」）、「財團法人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實施要點」）

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

則」（以下簡稱「處理附則」）之相關規定後，正式受理本案。科法

中心於 2001 年 7 月 27 日以傳真及電子郵件將申訴書寄送予註冊

人，並依「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以當日為「程序處理

開始日」。 

3.3.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8 月 14 日接獲註冊人郵寄之答辯書紙本與答辯

書電子檔。 

3.4. 因註冊人之答辯書未載明公司之代表人，因此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8 月 14 日以傳真發出答辯書補正函予註冊人，並於隔日以郵寄寄

送補正函紙本。註冊人於 2001 年 8 月 15 日親送答辯書補正至科法

中心，載明註冊人公司之代表人為林兆烽。科法中心於同日以傳真

寄送補正後之答辯書予申訴人，並於隔日寄出答辯書紙本。 

3.5.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8 月 20 日依「實施要點」第六條之規定，自其

專家名單中選定王郁琦教授，組成處理本案之專家小組，並由王郁

琦教授簽署專家同意書，科法中心於同日以傳真及郵寄方式，通知

雙方當事人及 TWNIC 有關本案專家小組之選定及預定作出決定之

日期為 2001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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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事實 

4.1. 申訴人為「Boss」系列商標之商標專用權人，申訴人以公司名稱特

取部分為主，衍生出「Hugo Boss」、「Boss Hugo Boss」等商標。申

訴人據以申訴商標，為註冊第 279546 號「Boss」商標，專用期間

自 1985 年 4 月 16 日至 1995 年 4 月 15 日，經延展至 2005 年 4 月

15 日，指定使用於衣服等商品之商標等共二十三項註冊商標。 

4.2. 註冊人並無「Boss」商標之專用權。 

4.3. 申訴人準備以系爭網域名稱向 TWNIC 申請網域名稱註冊時，察覺

系爭網域名稱已遭註冊人註冊。 

4.4. 註冊人於 2000 年 7 月開始「博仕網」網站之規劃與網頁（含程式）

之建構工程，並於同年 9 月起，於註冊人所經營之各相關網站之網

頁公開刊登對外訊息。 

4.5. 註冊人於 2001 年 7 月將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博仕網網站架設完

畢，處於網際網路使用者得使用之狀態。 

4.6. 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博仕網網站，為輔導一般公司開辦網路

商店，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 

4.7. 申訴人於 2001 年 7 月 6 日委託照華國際專利商標法律聯合事務所

函告註冊人，於函到後出面協商解決或向 TWNIC 移轉該網域名稱

予申訴人，但遭註冊人拒絕。因此申訴人於 2001 年 7 月 20 日向科

法中心提出申訴。 

5. 適用規定 

5.1. 專家小組依據「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及「處理附則」之相關規

定處理本案，上述未規定之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參酌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簡稱

「ICANN」）所頒布之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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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以下簡稱「UDRP」）、Rules for UDRP（以下簡稱「Rules」），

以及其他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如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以下簡稱「WIPO 

Center」）所做成之網域名稱爭議專家小組決定書。 

6. 當事人之主張 

6.1. 申訴人之主張略以： 

（1） 申訴人為「Boss」系列商標之商標專用權人。申訴人擁有註冊

第 279546 號「Boss」商標等二十三項商標之專用權，然而註

冊人竟以系爭網域名稱「boss.com.tw」向 TWNIC 申請註冊，

與申訴人所有之商標及公司名稱特取部分之構成完全相同或

高度近似。 

（2） 註冊人並未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任何商標或服務標章

之註冊。註冊人在收到申訴人或爭議處理機構通知有關該網域

名稱之爭議前，並無使用或可證明已準備使用「Boss」商標銷

售商品或提供服務之可能。 

（3） 註冊人於收到第三人或爭議處理機構通知有關該網域名稱之

爭議前並非「善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或與其相當之名稱，銷

售商品或提供服務。註冊人無「Boss」商標之專用權，事實上

並無先於申訴人使用「Boss」商標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註冊

人覬覦申訴人商標之知名度、剽竊申訴人商標為其網域名稱、

進而獲得網際網路交易機會及不當商業利益之行為，實難謂為

「善意」。 

（4） 「Boss」商標於全世界之行銷證明、廣告資料數量極為可觀，

於世界各國及台灣區之著名性，已為眾所周知之事實，業經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等機關認定為著名商標，著名性不容置疑。此

外，「Boss」之文字的確具有「老闆」之意，然經申訴人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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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之使用，已成為一頗具顯著性、著名性之商標，否則申訴

人於我國申請商標註冊時，則將因違反商標法第五條及第三十

七條第十款不具顯著性之規定而核駁。 

（5） 註冊人遲至 2001 年 7 月間始將該網站架設完畢、處於網際網

路使用者得使用之狀態，使用至今不滿一個月，實無法使一般

大眾「知悉」系爭網域名稱，更遑論達到「熟知」之程度。 

（6） 註冊人顯係覬覦申訴人商標之著名度，藉「Boss」商標多年建

立之口碑混淆、誤導消費者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為申訴人所架

設、該網站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為申請所產製及提供，因而與

申訴人商標商品及服務之優良品質、著名性及申訴人公司商譽

產生聯想，因而獲取商業利益。 

（7） 註冊人以「boss.com.tw」向 TWNIC 申請註冊，造成申訴人無

法使用該網域名稱申請註冊，意即，註冊人主觀上係阻止申訴

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客觀上亦妨礙申訴人行使合法權利。註

冊人剽竊申訴人商標從事營利行為，將使申訴人之消費者以申

訴人商標及公司名稱為第三階網域名稱，即「boss.com.tw」查

詢申訴人生產之商品或其他資訊時，將誤進系爭網域名稱網

站，將使消費者誤認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為申訴人所架設、該

網站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為申請所產製及提供，因而與申訴人

商標商品及服務之優良品質、著名性及申訴人公司商譽產生聯

想，註冊人並因而獲利。 

6.2. 註冊人之主張略以： 

（1） 註冊人早於 2000 年 7 月便開始「博仕網」網站之規劃與網頁

（含程式）之建構工程，並於同年 9 月起，於註冊人所經營之

各相關網站之網頁公開刊登對外訊息。 

（2） 註冊人從未以申訴人之名義，或其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

商標或文字對外公開從事商業行為，在本身網站上之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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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所註冊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

處，故註冊人對此網域名稱之「善意使用」應可成立。 

（3） 自 2000 年 9 月起，各大搜尋網站便已有註冊人有關「博仕網」

之相關訊息庫存頁面，易言之，自 2000 年 9 月起至今，該搜

尋網站之用戶皆有可能以關鍵字或相關文字搜尋到註冊人所

發佈「博仕網」之相關訊息頁面，並連結至「博仕網」閱覽其

他訊息，故符合「為一般大眾所熟知」之要件當有所可能。 

（4） 註冊人使用合法註冊網域名稱 boss.com.tw 之「博仕網」網站，

其服務對象係一般公司，旨在協助一般企業能以最低成本與便

捷快速之方式達到「自行開辦網路商店」之目的，故以原意為

「老闆」之「Boss」英文泛用名詞註冊成為該網站之網域名稱，

其正當性應有其基礎。且綜觀所有本公司既有網頁文字、圖像

或其他所運用之素材，皆未明示或隱含本公司與申訴人雨果公

司有任何直接或間接之關係。 

7. 決定理由 

7.1.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之原則，誠如我國第一宗案例之專家小組周天主

任所言：「網域名稱爭議，其法律性質屬私權爭議，故『處理辦法』

所規定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原則上係採辯論主義，亦即專家

小組僅以當事人提出之事實證據，做為決定之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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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家小組做成決定之證據資料，以當事人所提供之申

訴書或答辯書及其補充說明或文件為原則，並輔以由 TWNIC 所提

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之相關資訊。」（資策會科法中心專家小

組決定書，案號：STLC2001-001，7.1.，以下簡稱「M&M’s」案）

且「申訴人應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就所規定之申訴要件

存在之事實，負擔主張責任與舉證責任」（「M&M’s」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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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案專家小組亦認為，依辯論主義之精神，若申訴人僅對申訴要件

存在之事實加以主張，並以文字說明取代證據之提出，此時若註冊

人並不對申訴人提出之申訴要件存在加以爭執，則專家小組應認定

有申訴人所提出申訴要件存在之事實。 

7.3. 申訴人是否有權提出申訴，需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加以判

斷，亦即： 

 「申訴人得以註冊人之網域名稱註冊具有下列情事為由，依本辦法

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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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三、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上揭規定所列之三款情事，究應同時成立，抑或僅有一款情事存

在，申訴人即有權提出申訴？關於此點，「處理辦法」中並未明確

規定。然而 The Richards Group, Inc. v. Click Here!, Inc.一案則引述

UDRP 4(a)之規定，"Paragraph 4(a) of the Policy directs that the 

Complainant must prove each of the following: (i) that the domain 

name registered by the respondent is identical or confusingly similar to 

a trademark or service mark in which the complainant has right; and, (ii) 

that the respondent has no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respect of the domain 

name; and, (iii) that the domain name has been registered and used in 
bad faith."（The Richards Group, Inc. v. Click Here!, Inc., WIPO Case 

No. D2000-0171） 

 亦即 UDRP 4(a)規定需三項條件同時成就，申訴人才有權提出申

訴。我國之「M&M’s」案，亦採相同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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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事實認定： 

（1） 申訴人為「Boss」系列商標之商標專用權人，於我國擁有「Hugo 

Boss」、「Boss Hugo Boss」等二十三項商標之專用權；註冊人

並無「Boss」商標之專用權。以上雙方並無爭執。 

（2） 註冊人於 2000 年 7 月開始「博仕網」網站之規劃與網頁（含

程式）之建構工程，並於同年 9 月起，於註冊人所經營之各相

關網站之網頁公開刊登對外訊息。申訴人並未對此加以爭執。 

（3） 申訴人表示註冊人於 2001 年 7 月將該網站架設完畢，處於網

際網路使用者得使用之狀態。註冊人雖否認申訴人所言，然而

註冊人所提出之說明與附件，僅證明註冊人於 2001 年 7 月之

前已著手準備博仕網網站之籌備工作，並無法證明註冊人已於

該期間之前完成網站之架設與營運，專家小組認為註冊人並未

對申訴人之陳述，即「註冊人於 2001 年 7 月將該網站架設完

畢，處於網際網路使用者得使用之狀態」加以爭執，因此專家

小組依辯論主義之精神，認定申訴人所述為事實。 

（4） 註冊人表示其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博仕網網站，服務對象係一

般公司，旨在協助一般企業能以最低成本與便捷快速之方式達

到「自行開辦網路商店」之目的。申訴人並未對此加以爭執。

專家小組認定「博仕網」網站為輔導一般公司開辦網路商店，

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其營業項目

與申訴人所經營之眼鏡、衣服、靴鞋等時尚商品無涉。 

7.5. 系爭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之商標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 

 申訴人擁有註冊第 279546 號「Boss」商標等二十三項商標之專用

權。申訴人主張註冊人以系爭網域名稱向 TWNIC 申請註冊，與申

訴人所有之商標及公司名稱特取部分之構成完全相同或高度近

似。註冊人對此點雖未直接爭執，但主張其網站服務對象係一般公

司，旨在協助一般企業能以最低成本與便捷快速之方式達到「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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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網路商店」之目的，且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所含網頁文

字、圖像或其他所運用之素材，皆未明示或隱含註冊人與申訴人雨

果公司有任何直接或間接之關係。 

 專家小組雖認定註冊人之博仕網為輔導一般公司開辦網路商店，提

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其營業項目與申訴

人所經營之眼鏡、衣服、靴鞋等時尚商品無涉，然而「系爭網域名

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是否近似，更與彼此營業項目無涉，如對網路使

用者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便符合此項要件。」（「M&M’s」案，

7.3.(3)） 

 查申訴人之「Boss」商標於全世界之行銷證明、廣告資料數量極為

可觀，於世界各國及台灣區已具有相當之著名性，並業經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等機關認定為著名商標。而註冊人所有之系爭網域名稱，

其第三階網域名稱「」（boss.com.tw）之「boss」部分與申訴人部

分之註冊商標完全相同（如「Boss」）。進一步言之，縱以「Boss」

商標為英文大寫字母，而系爭網域名稱得以英文小寫方式表示，則

以一般人之能力進行觀察比較，以小寫英文字母表示之第三階網域

名稱「boss」，與註冊人之「Boss」商標，仍屬極為近似，「對一般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網路使用者而言，如施以普通之注意仍有造成

混淆之虞」（「M&M’s」案，7.3.(4)）。 

 專家小組認定，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Boss」商標相同或近似

而產生混淆，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至於

系爭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專用之其他商標（如「Hugo Boss」、

「Boss Hugo Boss」）近似，則無進一步加以認定之必要。 

7.6. 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1） 「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256 

 「認定前項各款事由之存否，應參酌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

及其他一切資料。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認定註冊人擁有

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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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應依該項前

段之意旨，參酌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他一切資料加以

判斷。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舉之情形，為例示性規定，並不排

除專家小組得以註冊人提出之其他理由或證據，認定註冊人就

系爭網域名稱有權利或正當利益。 

（2） 註冊人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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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並未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任何商標

或服務標章之註冊。註冊人在收到申訴人或爭議處理機構通知

有關該網域名稱之爭議前，並無使用或可證明已準備使用Boss

『商標』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之可能。」然而如同註冊人於答

辯書中指出，本款要件之認定，並非在於已使用或準備使用「商

標」，而是註冊人是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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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或準備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至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所謂之「第三人……通

知有關該網域名稱之爭議」，是否排除「申訴人」通知註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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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系爭網域名稱爭議之情形？專家小組以為有關爭議通知

時點之認定，不應排除申訴人或申訴人之代理人於接觸爭議處

理機構前通知註冊人出面解決爭議之情形，否則註冊人在接獲

申訴人或申訴人之代理人通知有關爭議之情事後，便得以著手

準備或直接架設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待申訴人至爭議處

理機構申訴，爭議處理機構通知註冊人有關該網域名稱之爭議

時，註冊人即可舉證證明已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

一款之情形，如此對申訴人顯失公平。UDRP 4(c)(i)之規定，

即以「註冊人接獲任何關於爭議的通知」（any notice to you of 

the dispute），作為判斷的時點。因此，專家小組認為應以註冊

人第一次接獲有關爭議通知的時間，亦即 2001 年 7 月 6 日（申

訴人委託照華國際專利商標法律聯合事務所函告註冊人有關

系爭網域名稱爭議之日），作為判斷註冊人是否已以善意使用

或可證明已準備使用該網域名稱或與其相當名稱之時點。 

 註冊人於 2000 年 7 月開始「博仕網」網站之規劃與網頁（含

程式）之建構工程，並於同年 9 月起，於註冊人所經營之各相

關網站之網頁公開刊登對外訊息。縱使如申訴書中所述：「註

冊人遲至 2001 年 7 月間始將該網站架設完畢、處於網際網路

使用者得使用之狀態」，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在 2001 年 7 月 6

日之前已進行該網站之規劃與架設準備，已使用或已準備使用

該網域名稱。 

 至於註冊人是否係「善意」使用或準備使用系爭網域名稱，申

訴人主張「註冊人覬覦申訴人商標之知名度、剽竊申訴人商標

為其網域名稱、進而獲得網際網路交易機會及不當商業利益之

行為，實難謂為『善意』。」註冊人則回應以「註冊人從未以

申訴人雨果公司之名義，或其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商標

或文字對外公開從事商業行為，在本身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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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所註冊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處，故

註冊人對此網域名稱之『善意使用』應可成立」。 

 專家小組已於事實認定部分判斷「博仕網」網站為輔導一般公

司開辦網路商店，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

網站，其營業項目與申訴人所經營之眼鏡、衣服、靴鞋等時尚

商品無涉。註冊人所述「從未以申訴人雨果公司之名義，或其

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商標或文字對外公開從事商業行

為，在本身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所

註冊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處」，應可成立。申訴人主張「註

冊人覬覦申訴人商標之知名度、剽竊申訴人商標為其網域名

稱、進而獲得網際網路交易機會及不當商業利益之行為」，並

無任何證據支持該主張之成立。 

 綜上所述，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於 2001 年 7 月 6 日之前，註

冊人已以善意使用或準備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合於「處理辦法」

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規定。 

（3） 註冊人使用該網域名稱，是否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註冊人雖主張「自 2000 年 9 月起至今，各大搜尋網站之用戶

皆有可能以關鍵字或相關文字搜尋到註冊人所發佈『博仕網』

之相關訊息頁面，並連結至『博仕網』閱覽其他訊息，故符合

『為一般大眾所熟知』之要件。」申訴人主張「註冊人遲至

2001 年 7 月間始將該網站架設完畢、處於網際網路使用者得

使用之狀態，使用至今不滿一個月，實無法使一般大眾『知悉』

系爭網域名稱，更遑論達到『熟知』之程度。」專家小組依據

註冊人所提供之證據，無法認定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已為

一般大眾所熟知。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至多僅達一般大

眾「可得知悉」之程度，不符「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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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註冊人是否為合法、非商業或正當之使用，而未以混淆、誤導

消費者或減損申訴人註冊商標之方式，獲取商業利益？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顯係覬覦申訴人商標之著名度，藉『Boss』

商標多年建立之口碑混淆、誤導消費者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為

申訴人所架設、該網站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為申請所產製及提

供，因而與申訴人商標商品及服務之優良品質、著名性及申訴

人公司商譽產生聯想，因而獲取商業利益。」然而註冊人之「博

仕網」網站為輔導一般公司開辦網路商店，提供企業建構電子

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其營業項目與申訴人所經營之

眼鏡、衣服、靴鞋等時尚商品無涉。申訴人之前述主張並無證

據可支持其成立。 

 縱如申訴人所言，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行為，「將使申

訴人之消費者以申訴人商標及公司名稱為第三階網域名稱，即

『boss.com.tw』查詢申訴人生產之商品或其他資訊時，將誤進

系爭網域名稱網站」，然而註冊人之網站旨在「協助一般企業

能以最低成本與便捷快速之方式達到『自行開辦網路商店』之

目的，故以原意為『老闆』之「Boss」 英文泛用名詞註冊成

為該網站之網域名稱」，註冊人以「Boss」一詞使用於其以系

爭網域名稱之網站，理由亦屬正當。至於申訴人主張其消費者

將誤進註冊人之網站一事，僅可視為因網域名稱註冊後具有排

他性之必然結果，並不足以據此認定為註冊人之「非善意」甚

或「惡意」行為。專家小組以為，除非申訴人提出明確證據，

證明註冊人以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損申訴人註冊商標之方

式，獲取商業利益，否則註冊人以其創意建構網站，並先於申

訴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正當利益，應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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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對系爭網域名稱為合法、正當之使用，而

未以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損申訴人註冊商標之方式，獲取商

業利益，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 

（5） 綜上所述，專家小組依雙方所提供之證據，依「處理辦法」第

五條第二項認定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權利或正當利益。申

訴人之申訴不符「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7.7. 註冊人是否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1） 「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認定第一項第三款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得參酌下列各

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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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關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之看法，專家小組認為上

述各款所列舉之情形，為例示性規定，並不排除專家小組得以

申訴人提出之其他理由或證據，認定註冊人為惡意註冊或使用

網域名稱。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符合前述第三項第二、四款之情形。並未針

對註冊人是否構成同項第一、三款之情形加以主張，亦未主張

註冊人從事其他非「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所列舉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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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構成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是以專家小組僅需就申訴人

之主張，針對註冊人是否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二、

四款之情形加以討論。 

（2） 「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稱，係指以「不正當之目

的」註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因此，申訴人應主張並舉證證明，

註冊人於註冊或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時，具有「不正當之目的」。

（「M&M’s」案，7.5.(4)） 

（3） 註冊人註冊該網域名稱，是否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該商標註冊

網域名稱為目的？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以『boss.com.tw』向 TWNIC 申請註冊，

造成申訴人無法使用該網域名稱申請註冊，意即，註冊人主觀

上係阻止申訴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客觀上亦妨礙申訴人行使

合法權利，已符合首揭辦法之規定。」 

 判斷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是否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

冊商標註冊網域名稱為目的，必須依據個案特定客觀事實，以

探求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主觀意識，以及是否造成妨

礙申訴人以註冊商標為網域名稱，進入網際網路市場之結果。

（「M&M’s」案，7.5.(8)） 

 本案之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址之目的，旨在「協助一般企業能以

最低成本與便捷快速之方式達到『自行開辦網路商店』之目

的，故以原意為『老闆』之『Boss』英文泛用名詞註冊成為該

網站之網域名稱。」申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註冊人主觀上係阻止

申訴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客觀上妨礙申訴人註冊系爭網域名

稱，乃因註冊人已先行以合法正當之方式對該網域名稱加以註

冊，而網域名稱註冊後具有排他性則為必然之結果，並不足以

據此認定為註冊人從事「惡意」（或「不正當之目的」）之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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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註冊該網域名稱，非以妨礙申訴人使用該

商標註冊網域名稱為目的，申訴人之主張，不符「處理辦法」

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之規定。 

（4） 註冊人是否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產生混淆，引

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 

 申訴人主張「尋找申訴人公司網站之網際網路使用者，以申訴

人之著名商標『Boss』猜測申訴人公司之網域名稱，因而連結

到系爭網域名稱網站，將使消費者誤認系爭網域名稱之網站為

申訴人所架設、該網站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為申請所產製及提

供，因而與申訴人商標商品及服務之優良品質、著名性及申訴

人公司商譽產生聯想」。註冊人主張其「從未以申訴人雨果公

司之名義，或其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商標或文字對外公

開從事商業行為，在本身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公開或隱含任

何與申訴人所註冊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處」。 

 「M&M’s」案之專家小組認為，「是否合於『處理辦法』第五

條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必須依據個案特定客觀事實，以探求註

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主觀意識，以及是否造成誤導網路使

用者瀏覽註冊人網站之客觀事實。」（「M&M’s」案，7.5.(8)） 

 本案專家小組亦以為，針對是否構成「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

項第四款要件之判斷，應著重註冊人於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

主觀意識，是否為以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產生混

淆，藉以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僅有網路

使用者誤入註冊人網站並瀏覽其內容之客觀事實，並不足以符

合該款之要件。 

 雖如申訴人所言，「實務上，一般網際網路使用者於不知特定

網域名稱之情形下，通常會以公司名稱或商標名稱來猜測可能

之網域名稱，例如：以『ibm.com.tw』來查詢ＩＢＭ公司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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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以『eva.com.tw』來查詢長榮航空公司之網站」，因此欲尋

找申訴人公司網站之網際網路使用者，極可能因以申訴人之著

名商標「Boss」來猜測申請人公司之網域名稱，造成連結到系

爭網域名稱網站之事實。然而申訴人並未提供足夠證據，證明

此一誤導之客觀事實，係符合註冊人之主觀意圖。註冊人既「從

未以申訴人之名義，或其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商標或文

字對外公開從事商業行為，在本身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公開

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所註冊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處將使消

費者誤認系爭網域名稱」，且該網站為輔導一般公司開辦網路

商店，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其營

業項目與申訴人所經營之眼鏡、衣服、靴鞋等時尚商品無涉，

則申訴人主張「誤入註冊人網站之結果，將誤導網路使用者以

為該網站為申訴人所架設、該網站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為申請

所產製及提供，因而與申訴人商標商品及服務之優良品質、著

名性及申訴人公司商譽產生聯想，註冊人並因而獲利」，專家

小組認定並無任何實質證據加以支持。 

 申訴人雖提出多項證據，主張其註冊商標為世界著名之商標，

然而註冊人以英文之「Boss」為「老闆」之義，建構其輔導一

般公司開辦網路商店，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

統之網站，並先於申訴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其正當性亦必須

為專家小組所肯認。依註冊人所提供之證據及各項資料，專家

小組認定註冊人之主觀意識，並無意圖混淆申訴人之商標，藉

以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以達其營利之

目的。 

 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註冊該網域名稱，並非意圖與申訴人之商

標產生混淆，藉以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

申訴人之主張，不符「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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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上所述，專家小組依雙方所提供之證據，依「處理辦法」第

五條第三項認定註冊人並未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申訴人

之申訴不符「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 

7.8. 依雙方所提出之所有證據與說明，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所申訴之情

事，僅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要件，同項第二、

三款之情事並未成立，是以申訴人提出關於系爭網域名稱之申訴，

不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8. 決定主文 

申訴人就系爭網域名稱之申訴駁回。  

 
專家小組：王郁琦 

決定日期：2001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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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專家小組決定書（三） 

案 號：STLC2001-003  

申訴人：法商迪卡隆公司 

註冊人：彰紀有限公司 

1. 當事人 

1.1. 
申訴人：法商迪卡隆公司（Decathlon S.A.） 

代理人：理律法律事務所黃章典律師（台北市敦化北路二○一號七樓） 

1.2. 
註冊人：彰紀有限公司（台北市○○○○○○○○○○○○） 

代理人：梁志堅（台北市○○○○○○○○○○○○） 

2. 系爭網域名稱與其受理註冊機構 

2.1. 系爭網域名稱為「decathlon.com.tw」。 

2.2. 系爭網域名稱之受理註冊機構，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以

下簡稱「TWNIC」），其地址為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九號

四樓之二。 

2.3. 系爭網域名稱係由註冊人於 1997 年 10 月 28 日申請完成註冊。 

3. 本案處理程序 

3.1. 申訴人之代理人於 2001 年 8 月 8 日將申訴書紙本與電子檔親送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以下簡稱「科法中心」），請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266 

求移轉系爭之網域名稱，並選擇由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並於同

日（8 日）繳交爭議處理費用新台幣肆萬元整。 

3.2. 科法中心於確認申訴書內容符合「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

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處理辦法」）、「財團法人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實施要

點」）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附則」（以下簡稱「處理附則」）之相關規定後，正式受理本案。 

3.3.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8 月 9 日，分別以傳真、郵寄、電子郵件方式，

寄出申訴書補正函。 

3.4. 申訴人於 2001 年 8 月 9 日，以傳真方式送達申訴書補正。 

3.5.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8 月 10 以傳真、郵寄、電子郵件方式，將申訴

書寄送予註冊人，並依「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以當日

為「程序處理開始日」。 

3.6. 註冊人於 2001 年 8 月 28 日親送答辯書紙本與答辯書電子檔。 

3.7.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8 月 29 日以以傳真、郵寄、電子郵件方式，將

答辯書寄送達申訴人。 

3.8.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9 月 03 日依「實施要點」第六條之規定，自其

專家名單中選定張懿云教授，組成處理本案之專家小組，並由張懿

云教授簽署專家同意書，科法中心於同日以傳真及郵寄方式，通知

雙方當事人及 TWNIC 有關本案專家小組之選定及預定作出決定之

日期為 2001 年 9 月 16 日。 

4. 本案事實 

4.1. 申訴人法商迪卡隆公司（Decathlon S.A.）（亦譯為「法商迪卡儂股

份有限公司」），以公司名稱特取部分為主，首創商標／服務標章

「Decathlon」系列。自 1988 年（民國 77 年）起，該商標／服務標

章在中華民國亦先後經核准註冊為第 423747、446294、45679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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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數十項商標及服務標章，廣泛指定使用於運動器材、服飾、鞋靴、

冠帽、襪子、玩具、飲料、食品、手工具、五金用品、電子器材等

上百種商品與各種廣告宣傳服務、進出口貿易及代理國內外廠商各

種產品之報價、投標及經銷服務，百貨公司業務之服務、旅行社業

務服務、各種家電及運動器材修繕服務、健身房服務、育樂場所服

務、運動廠授權服務等。至於其各項商標專用期間經延展最長有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者。 

4.2. 註冊人並無「Decathlon」商標之專用權。 

4.3. 註冊人擁有中華民國核准註冊第 114997 號之「迪卡龍」服務標章，

其專用期間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 2009 年 9 月 15 日止，指定營業

種類為：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九條第三十八類，提供資料庫連線

服務、國際網際網路傳輸服務。 

4.4. 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網站，為提供

企業建構全球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其營業項目主要

包括虛擬主機出租、電子商務建置、網路信用卡 SSL 付款機制等。 

5. 適用規定 

5.1.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3 月 29 日，經 TWNIC 認可並簽約，成為國家

代碼（ccTLD）為.tw 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5.2. 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註冊人註冊之網域名稱，如與

第三人產生爭議時，同意依「處理辦法」及「實施要點」之規定辦

理之，經申訴人向科法中心提出本申訴案，故註冊人有私法上之契

約義務，接受科法中心處理本案系爭網域名稱之爭議。 

5.3. 專家小組依據「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及「處理附則」之相關規

定處理本案，上述未規定之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參酌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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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所頒布之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以下簡稱「UDRP」）、Rules for UDRP（以下簡稱「Rules」），

以及其他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如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以下簡稱「WIPO Center」）所做

成之網域名稱爭議專家小組決定書。 

6. 當事人之主張 

6.1. 申訴人之主張略以： 

（一）申訴人對以「Decathlon」為網域名稱有正當期待利益 

（1） 申訴人法商迪卡隆公司（Decathlon S.A.）係舉世聞名之運動

器材製造及銷售廠商。「Decathlon」不僅係申訴人公司名稱之

特取部分，亦係申訴人首創之商標及服務標章。自 1976 年起

即陸續在世界各國就各種運動器材等商品及相關服務項目申

請商標及服務標章註冊，迄今已於法國、美國、英國、西班牙、

日本、韓國、泰國等五十餘國獲准註冊登記。另自 1988 年（民

國 77 年）起，該商標／服務標章在中華民國亦先後經核准註

冊為第 423747、446294、456798 號等數十項商標及服務標章，

廣泛指定使用於運動器材、服飾、鞋帽襪、玩具、飲料、食品、

電子器材等等上百種商品與服務。 

（2） 申訴人係法國最大之運動器材製造及銷售廠商，其運動用品銷

售量於法國排名第一。所產銷之運動器材範圍包羅萬象，數百

項產品夙有專精，廣受消費大眾喜愛，並於各主要國家皆廣設

銷售網，產品甚為普及。迄今申訴人之產品供應商遍及包括中

華民國在內等近二十國，其在中華民國之供應商曾多達十多

家；另申訴人於 1992 年正式在中華民國設立分公司，負責配

合國內廠商生產 Decathlon 品牌之產品，行銷中華民國及其他

國家與地區目前配合廠商多達數十家。以上均足徵 Decath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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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商譽及品質早為中華民國境內相關產業所知悉及肯

認，並確實享有極高知名度。 

（3） 申訴人目前亦係「www.decathlon.com」網域名稱之所有人。 

（4） 中華民國前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即今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於 1998 年 4 月 13 日台商 760 字號第 205325 號商標評定書（中

台評字第八七○一一二號）中對「彰榮有限公司」以「笛卡特

龍 Steelman Decathlon」為註冊商標應予無效之評決理由中，

亦肯認「Decathlon」商標之知名度。 

（5） 綜上，「Decathlon」即為申訴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商標、

服務標章及網域名稱，故申訴人對於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並使

用「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確實擁有正當之期待利益。 

（二）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decathlon.com.tw」無權利或正當利益，並惡

意註冊及使用該網域名稱 

（1） 註冊人「彰紀有限公司」所在地址，另登記有「彰榮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彰榮公司），並且使用同一傳真號碼。依設立於同

一地址及使用同一傳真號碼之事實觀之，該兩公司顯係關係企

業，且註冊人之負責人張順良與彰榮公司負責人陳翠蕓間疑具

有夫妻或親戚等關係。 

（2） 查彰榮公司於 1986 年至 1991 年間曾為申訴人「Decathlon」品

牌產品之代工廠商，熟知「Decathlon」係申訴人公司名稱之特

取部分及商標與服務標章。然彰榮公司仍於民國 77 年（1988）

間以「笛卡特龍 Steelman Decathlon」圖樣向前經濟部中央標

準局申請商標註冊，並經該局核准註冊為第 443549 號商標，

指定專用於運動遊戲器具、兒童玩具、撲克牌、跳棋、玩具喇

叭等商品。民國 82 年間（1993）彰榮公司更進而以「笛卡特

龍 Decathlon」向中央標準局申請商標註冊，且經該局核准註

冊為第 678442 號聯合商標，嗣經申訴人於民國 86 年間向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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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局申請評定第 443549 號商標註冊無效，並經該局於民國

87 年 4 月 13 日以該商標註冊有違反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商標圖樣有欺罔公眾或使公眾誤信之虞者」之規定，

而評定無效，且其聯合商標第 678442 號亦一併被予以撤銷。 

（3） 綜上，註冊人與其關係企業彰榮公司對以「decathlon.com.tw」

為網域名稱顯無權利或正當利益。然註冊人與彰榮公司卻仍刻

意安排以註冊人之名義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註

冊並使用「decathlon.com.tw」為其網域名稱，藉以避免因彰榮

公司前與申訴人間之代工關係削弱其取得該網域名稱之正當

性。換言之，註冊人申請及使用「decathlon.com.tw」為其網域

名稱，顯係為攀附申訴人之商譽。雖申訴人曾經嘗試與彰榮公

司協商解決此糾紛，然彰榮公司卻斷然拒絕協商，並由註冊人

繼續惡意占有及使用「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以達妨礙

申訴人以該網域名稱進行電子商務商業活動。 

6.2. 註冊人之主張略以： 

（一）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擁有其權利或正當利益 

（1） 註冊人所有之系爭網域名稱「Decathlon」係依其所有之第

114997 號「迪卡龍」服務標章之音譯而來，在其網頁中均可

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故以英文「Decathlon」之發音與

服務標章「迪卡龍」相互對照，實屬合理，與申訴人所有之商

標，並無近似之處。 

（2） 申訴人所提之彰榮有限公司與註冊人，係屬不同的法人，不同

的營業項目，且註冊人設立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傳

真電話號碼（02）2767-××××為註冊人所有而非彰榮公司，

申訴人所述之內容嚴重錯誤，企圖造成誤導影響註冊人權益。 

（二） 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註冊人的營業內容

為提供資料庫連線服務，及提供國際網際網路傳輸服務。自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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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架設網站至今，在 Yahoo 奇摩、Seednet、Hinet、新浪網、

Lycos 等入口網站均可見其網頁，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

虛擬主機網路服務等網路服務，並長期透過國內知名媒體──經濟

日報大力促銷推廣，並連續兩年參加台北國際電子商務應用展，客

戶群遍及各行業，系爭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無庸置疑。 

（三） 系爭網域名稱註冊人為合法或正當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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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獲取商業

利益。系爭網域名稱「Decathlon」其意為「十項運動」，在英語系

國家屬一常用普通名詞，故全球以「Decathlon」作為其網域名稱之

全部或一部份者，實有所在。在許多國家之都可見到以「Decathlon」

註冊之網域名稱，但其註冊人均不相同。而全球以「Decathlon」申

請註冊商標者，亦不勝枚舉，例如在美國商標各類中同時併存。顯

見「Decathlon」非申訴人所獨創，則申訴人如何能強調其所有之

「Decathlon」係世界著名商標而得以獨占使用？至此，註冊人以普

通常見之英文單字作為網域名稱註冊於性質不同之服務，並無競爭

之關係，自未以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損。況且英文字母乃組成網

域名稱之必要內容，而註冊人以普通常見之外文單字作為其網域名

稱，純屬偶同，且與申訴人各屬不同的營業類別，故註冊人係合法

正當使用網域名稱，應不致造成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損申訴人的

標章之虞。 

（四） 註冊人從未接獲申訴人派員前來，商談有關系爭網域名稱事宜，並

非申訴人所言，拒絕協商。 

7. 決定理由 

7.1. 網域名稱爭議之處理原則 

（1） 網域名稱爭議，其法律性質屬私權爭議，故「處理辦法」所規

定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原則上係採辯論主義，亦即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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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僅以當事人提出之事實證據，做為決定之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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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家小組做成決定之證據資料，以當事

人所提供之申訴書或答辯書及其補充說明或文件為原則，並輔

以由 TWNIC 所提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之相關資訊。」（參

閱資策會科法中心專家小組決定書，案號：STLC2001-001，

7.1.，以下簡稱「M&M’s」案）。 

（2） 本案專家小組亦認為，依辯論主義（或稱當事人提出主義，

Beibringungsgrundsatz）之精神，申訴人僅對申訴要件存在之

事實加以主張，並以文字說明做為證據之提出者，若此時註冊

人對申訴人提出之申訴要件存在不加以爭執，則專家小組應認

定申訴人所提申訴要件存在（參閱資策會科法中心專家小組決

定書，案號：STLC2001-002，7.2.，以下簡稱「Boss」案）。 

7.2. 申訴之要件 

（1） 申訴人是否有權提出申訴，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加以

判斷： 

 「申訴人得以註冊人之網域名稱註冊具有下列情事為由，向爭

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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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三、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2） 註冊人是否就其網域名稱擁有權利或正當利益，主要是依「處

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 

 「認定前項各款事由之存否，應參酌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

證據及其他一切資料。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認定註冊人

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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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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註冊人是否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主要是依「處理辦法」

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 

 「認定第一項第三款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得參酌

下列各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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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家小組認為，「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各款所列舉

之情形，為例示性規定，並不排除專家小組得以雙方當事人所

提出之其他理由或證據，據以認定「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

權利或正當利益」、或「註冊人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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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系爭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之商標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 

（1） 申訴人擁有中華民國第 423747、446294、456798 號等數十項

「Decathlon」商標及服務標章專用權。依整體觀察及比較主要

部分之原則，註冊人所有之系爭網域名稱（decathlon.com.tw）

中，其第三階網域名稱之「Decathlon」之英文拼音、與讀音部

分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Decathlon」完全相同。在外觀上，縱

以「Decathlon」商標為英文大寫字母，而註冊人所有之系爭網

域名稱僅第一個字母大寫「D」，其餘以英文小寫方式表示。

但以一般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網路使用者而言，如施以普通之

注意，二者仍具有高度之近似性。 

（2） 又與商標法判斷程序不同的是，在本項要件中，系爭網域名稱

與申訴人之商標是否相同或近似，更與彼此營業項目無涉，如

對網路使用者有產生混淆式之近似者（confusingly similar），

便符合本項要件。故專家小組認定，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

商標混淆近似，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7.4. 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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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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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人於 1997 年 10 月 28 日已經向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申請完成「decathlon.com.tw」的網域名稱註冊，並連續兩

年參加台北國際電子商務應用展，由此可見，註冊人在收到

爭議處理機構通知有關該網域名稱之爭議前，已使用該網域

名稱。 

 至於申訴人是否係「善意」使用該係爭網域名稱？ 

 專家小組依雙方所提證據認定如下，註冊人所有之「迪卡龍網

路商務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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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等網路服務，其並於 1999 年 9 月 16 日註冊取得第 114997

號「迪卡龍」服務標章，指定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線服務，

及提供國際網際網路傳輸服務。因此以英文「Decathlon」做為

服務標章「迪卡龍」之音譯，尚屬合理。 

 又註冊人在其網頁中均可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主要是

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網路服務等網路服務，且

證諸註冊人所提供之證據資料顯示，其營業項目之內容與實際

之經營方式，與申訴人主力經營之運動用品器材之製造、銷售

等無涉，更無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損申訴人註冊商標以獲取

商業利益之情事。因此可初步認定註冊人係善意使用該網域名

稱，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規定。至於申訴人

主張，註冊人與彰榮公司刻意安排由，由註冊人取得系爭網域

名稱，以規避申訴人對彰榮公司之正當性等問題，專家小組擬

於第五條第三項關於「註冊人是否為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

名稱」中，再一併加以認定。 

（2） 註冊人使用該網域名稱，是否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註冊人主張，「自 1997 年 10 月架設網站至今，在 Yahoo 奇摩、

Seednet、Hinet、新浪網、Lycos 等入口網站均可見其網頁，主

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網路服務等網路服

務，並長期透過國內知名媒體──經濟日報大力促銷推廣，並

連續兩年參加台北國際電子商務應用展，客戶群遍及各行業，

系爭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專家小組依註冊人所提供之證據顯示，在台灣各主要入口網站

數入關鍵字或相關文字（如電子商務資訊或網路商務中心

等），都可查詢或連結到「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但依註冊人

所提供刊載在媒體上的廣告影本，由於無法分辨刊載日期、以

及刊載於何種報紙，再加上所附開立發票之收據影本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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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確定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已達「一般大眾可得知悉」

之程度，然由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要求的是

「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的較高標準，因此專家小組尚無法認

定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

二款之規定。 

（3） 註冊人是否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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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小組依註冊人所提證據，認定註冊人係以英文「Decathlon」

做為其屬擁有之「迪卡龍」服務標章之音譯，尚屬合理。況且

「Decathlon」英文原意「十項運動」，在英語系國家屬一常用

普通名詞，故全球不同之註冊人以「Decathlon」作為其網域名

稱之全部或一部份者，亦可得見。即以商標為例，以「Decathlon」

為註冊商標，同時並存於不同商品或服務種類者，亦所在多有

（參閱 U.S.Trademark Electronic Search System，TESS，last 

updated on Wed Sep 12 04:51:10 EDT2001，http://tess.uspto.gov/ 

bin/gate.exe?f=searchstr&state=vc0loo.1.1。）因此申訴人目前

雖然是「www.decathlon.com」網域名稱之所有人，但仍不能

僅以此為依據，仍須綜合考慮所有情況而為決定。 

 依申訴人所提供之證據顯示，其確實擁有中華民國註冊第

423747、446294、456798 號等數十項「Decathlon」商標及服

務標章專用權，廣泛指定使用於運動器材、……各種家電及運

動器材修繕服務、健身房服務、育樂場所服務、運動廠授權服

務等。「Decathlon」公司早已成為為法國最大之運動器材製造

及銷售商，其運動用品銷售量於法國排名第一（關於此點註冊

人並無爭執），並且在其他十餘個國家亦設有經銷站；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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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所產銷之運動器材確實包羅萬象。在製造方面，申訴人之

產品供應商也包括中華民國廠商在內，曾多達十餘家在內。 

 雖然申訴人在 1992 年正式在中華民國設立分公司，但主要係

負責配合國內廠商生產 Decathlon 品牌之產品，行銷中華民國

及其他國家與地區等，故縱使可以認為 Decathlon 品牌之產品

在中華民國境內相關產業間確享有極高知名度，由於申訴人未

能說明該品牌之產品目前在我國之銷售狀況、廣告資料數量

等，是否已達到「相關公眾所共知」之標準。又（前）經濟部

中央標準局在中台評字第 870112 號之評定書理由（三）中，

雖亦肯定「『Decathlon』商標之商品，……，其商譽及品質難

謂未為一般消費者所知悉，……」，但仍未認定其為著名商標。

因此專家小組無足夠之證據認定，「Decathlon」商標之商品我

國「著名商標」之認定標準。 

 再者，註冊人在其網頁中均可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主

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網路服務等網路服

務，且證諸註冊人所提供之證據資料顯示，其實際營業項目確

與申訴人主力經營之運動用品器材之製造、銷售等無涉。因此

在無更明確之證據或說明下，難謂註冊人係以混淆、誤導消費

者或減損商標申訴人註冊商標之方式，來獲取商業利益。 

 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對系爭網域名稱為合法、正當之使用，

並未以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損註冊人商標之方式，獲取商業

利益，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 

7.5. 註冊人是否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1） 如同專家小組在前述 7.2.(4)之說明所示，「處理辦法」第五條

第三項各款所列舉之情形，亦為例示性規定，並不排除專家小

組得以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其他理由或證據，據以認定「註冊

人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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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惡意註冊註冊及使用「decathlon.com.tw」

網域名稱之理由主要有二。至於申訴人所未主張者，專家小組

原則上不加以討論，僅就申訴人之主張是否合於「處理辦法」

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而加以討論。（參考 Boss 案，7.7.(1)） 

（3） 申訴人首先主張，註冊人「彰紀有限公司」所在地址，另登記

有「彰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彰榮公司），二公司並且使用同

一傳真號碼、營業項目相同。依設立於同一地址及使用同一傳

真號碼之事實觀之，該兩公司顯係關係企業，且註冊人之負責

人張順良與彰榮公司負責人陳翠蕓間疑具有夫妻或親戚等關

係。再查彰榮公司於 1986 年至 1991 年間曾為申訴人「Decathlon」

品牌產品之代工廠商，熟知「Decathlon」係申訴人公司名稱之

特取部分及商標與服務標章。然彰榮公司仍先後分別以「笛卡

特龍 Steelman Decathlon」、「笛卡特龍 Decathlon」圖樣，向中

央標準局申請取得商標及聯合商標之註冊。嗣經申訴人向中央

標準局申請評定商標註冊無效後，其聯合商標亦一併予以撤

銷。因此認為註冊人與彰榮公司是刻意安排以註冊人之名義向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註冊使用「decathlon.com.tw」

為其網域名稱，藉以避免因彰榮公司前與申訴人間之代工關係

削弱其取得該網域名稱之正當性。因此主張，註冊人與其關係

企業彰榮公司對「decathlon.com.tw」之網域名稱顯無權利或正

當利益。換言之，註冊人申請及使用「decathlon.com.tw」為其

網域名稱，顯係為攀附申訴人之商譽。 

 其次申訴人主張，其曾嘗試與彰榮公司協商解決此糾紛，然彰

榮公司卻斷然拒絕協商，並由註冊人繼續惡意占有及使用

「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以達妨礙申訴人以該網域名稱

進行電子商務商業活動。 

（4） 註冊人是否惡意註冊及使用網域名稱，以攀附申訴人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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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小組依雙方所提證據認定如下，註冊人所有之「迪卡龍網

路商務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網路

服務等網路服務，其並於 1999 年 9 月 16 日註冊取得第 114997

號「迪卡龍」服務標章，指定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線服務，

及提供國際網際網路傳輸服務。因此以英文「Decathlon」做為

服務標章「迪卡龍」之音譯，尚屬合理。 

 至於彰紀公司與彰榮公司是否為關係企業，並且刻意安排以彰

紀公司之名義申請註冊使用「decathlon.com.tw」之網域名稱，

藉以避免因彰榮公司之前與申訴人間之代工關係削弱其取得

該網域名稱之正當性等。專家小組認為：依申訴人所提證據顯

示，「彰紀公司」與「彰榮公司」之間確實有相同之公司住址、

營業項目，但由註冊人所提之電信收據影本顯示該傳真號碼之

用戶為「彰紀有限公司」，並且從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資料

庫中並無此二公司電話傳真號碼等之記載，因此無法據以認定

此二公司亦使用相同之傳真號碼。又以此二公司登記相同之營

業住址、營業項目，遂認定二者為關係企業，似未免過遽。申

訴人並未說明其彼此在公司資本、股東或人事上有何種重疊交

錯之事實，僅宣稱「註冊人（彰紀公司）之負責人 XXX 與彰

榮公司負責人 XXX 間疑具有夫妻或親戚等關係」，顯有未足。 

 再如專家小組在前述 7.4.(3)之認定，註冊人在其網頁中均可見

「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

虛擬主機網路服務等網路服務，且證諸註冊人所提供之證據資

料顯示，其營業項目之內容與實際之經營方式，確實與申訴人

主力經營之運動用品器材之製造、銷售等無涉，更無混淆、誤

導、或攀附申訴人註冊商標以獲取商業利益之情事。 

 因此專家小組認定，依申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或說明，無法論斷

註冊人惡意註冊及使用「decathlon.com.tw」為其網域名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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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攀附申訴人之商譽。因此若要論斷註冊人惡意註冊及使用

「decathlon.com.tw」為其網域名稱，是為了攀附申訴人之商

譽，則申訴人除必須進一步的舉證或說明，註冊人與「彰榮公

司」之間的從屬控制係或相互投資關係之外，還必須對註冊人

有其他積極攀附商譽的行為，再為舉證。 

（5） 註冊人註冊該網域名稱，是否係以妨礙申訴人以該網域名稱進

行電子商務商業活動？ 

 申訴人主張「曾經嘗試與彰榮公司協商解決此糾紛，然彰榮公

司卻斷然拒絕協商，並由註冊人繼續惡意占有及使用

「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以達妨礙申訴人以該網域名稱

進行電子商務商業活動」。 

 註冊人則指「從未接獲申訴人派員前來，商談有關系爭網域名

稱事宜，並非申訴人所言，拒絕協商」。 

 專家小組認定，由於註冊人（彰紀公司）與彰榮公司，係屬不

同之法人，因此縱使申訴人前往與彰榮公司協商遭拒確為事

實，但除非申訴人有更進一步的證據或說明，可以確認定此二

公司是為具有從屬控制關係之關係企業，否則仍無法僅以此即

認定註冊人是繼續惡意地占有及使用該網域名稱，以達妨礙申

訴人以該網域名稱進行電子商務商業活動。 

（6） 綜上論述，專家小組根據申訴人所提之證據，無從認定註冊人

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申訴人之申訴不符「處理辦法」第

五條第三項之規定。 

7.6. 最後，依雙方所提出之所有證據與說明，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所申

訴之情事，僅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要件，同項

第二、三款之情事並未成立，是以申訴人提出關於系爭網域名稱之

申訴，不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專家小組決定書（三） 

281 

8. 決定主文 

申訴人就系爭網域名稱之申訴駁回。 

 
專家小組： 張懿云 

決定日期：2001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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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專家小組決定書（四） 

案 號：STLC2002-003 

申訴人：日商新力電腦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人：全方科技有限公司 

1. 當事人 

1.1. 
申訴人： 日商新力電腦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其地址為日本國東京都○○○

○○○○○○○○。 

代理人： 台灣國際專利事務所陳和貴律師、張澤平律師、邱永豪律師，其

地址為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25 號 7 樓。 

1.2. 
註冊人： 全方科技有限公司，係一依照中華民國法律組織成立並存續之公

司，其地址為○○○○○○○○○○○○○。 

代理人： 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周金城律師，其地址為中華民國台中市五權

西路一段 257 號 12 樓之 3。 

2. 系爭網域名稱與其受理註冊機構 

2.1. 系爭網域名稱為「ps2.com.tw」。 

2.2. 系爭網域名稱之受理註冊機構，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以

下簡稱「TWNIC」），其地址為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九號

四樓之二。 

2.3 系爭網域名稱係由註冊人於 1999 年 8 月 4 日申請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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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處理程序 

3.1. 申訴人之代理人於民國 91 年 4 月 25 日將申訴書紙本與申訴書電子

檔，親自送達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以下簡稱「科

法中心」），選擇由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 

3.2. 申訴人之代理人於民國 91 年 4 月 26 日親自至科法中心，繳交爭議

處理費用新台幣肆萬元整。 

3.3. 科法中心於民國 91 年 4 月 26 日依「處理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

以傳真及郵寄方式請 TWNIC 提供系爭網域名稱之註冊及使用相關

資訊。TWNIC 於民國 91 年 4 月 26 日以傳真函覆科法中心相關資

訊。 

3.4. 科法中心於確認申訴書內容符合「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及「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則」（以

下簡稱「處理附則」）之相關規定後，正式受理本案。 

3.5. 科法中心於民國 91 年 4 月 26 日以傳真、郵寄及電子郵件將申訴書

寄送予註冊人，通知註冊人應於處理程序開始日起二十工作日內向

科法中心提出答辯書。並依「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以

當日為「程序處理開始日」。 

3.6. 科法中心於民國 91 年 5 月 2 日依「實施要點」第四條第四項之規

定，將處理程序開始日通知雙方當事人及 TWNIC。 

3.7. 科法中心分別於民國 91 年 5 月 17 日、20 日接獲註冊人郵寄之答

辯書紙本與答辯書電子檔。 

3.8. 科法中心於民國 91 年 5 月 20 日應註冊人之要求，依「實施要點」

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將申訴人之申訴書附件，以郵寄方式補寄送

予註冊人；並同時補寄答辯書附件予申訴人。 

3.9. 科法中心於民國 91 年 5 月 22 日，依「實施要點」第六條之規定，

自其專家名單中選定戴豪君先生，組成處理本案之專家小組，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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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豪君先生簽署專家同意書，科法中心於同日以電子郵件及郵寄方

式，通知雙方當事人及 TWNIC 有關本案專家小組之選定及預定作

出決定之日期為民國 91 年 6 月 11 日。 

3.10. 申訴人於民國 91 年 5 月 30 日提出補充申訴理由書，註冊人於民國

91 年 6 月 7 日提出補充答辯理由書，申訴人並於民國 91 年 6 月 10

日提出補充申訴理由書（二）。科法中心並分別於民國 91 年 5 月

31 日、民國 91 年 6 月 7 日及民國 91 年 6 月 10 日，寄送與雙方當

事人及專家小組。 

3.11. 因本案專家小組尚須審視雙方當事人所補充的相關說明，作為決定

的準據，故於民國 91 年 6 月 10 日發函通知科法中心，依據「實施

要點」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將預定做出決定之日，延至民國 91 年

6 月 21 日。 

4. 本案事實 

4.1. 申訴人係設立於日本的公司，主要從事於電視遊樂器主機、控制

器、記憶卡、遊戲光碟等電子設備及其周邊產品的研發、製售。申

訴人目前所擁有的「PS 設計圖」商標（「 」之圖樣，第 678431

號註冊商標），係日商蘇妮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會社、Sony 

Corporation）於民國 84 年 4 月 16 日取得商標專用權，並指定使用

於「電視遊樂器」商品；其亦自民國 85 年 3 月 16 日，以相同圖樣

取得第 710454 號註冊商標，指定使用於「電腦、錄有電腦程式之

卡帶、磁碟、光碟即卡匣」商品，專用期間至民國 95 年 3 月 15 日。 

4.2. 申訴人除取得上述商標權外，自民國 90 年 6 月 16 日起，以「PS2 
PlayStation」即「 」圖樣，於我國申請並取得第 946116

號聯合商標，指定使用於「電池、電線及電纜、家庭用電視遊樂器

玩具之控制器、操作搖桿、記憶卡」等商品，專用期間至民國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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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5 日。申訴人尚取得第 648995、652093、653372、658801、

661518、905679、934158、941687 等號註冊商標，以及第 138508、

145867 等號服務標章之「PS 設計圖 」、「PS2 」等圖

樣的商標專用權。 

4.3. 註冊人係生產與進、出口買賣電視遊樂器之相關週邊設備之業者。

其於 1999 年 8 月 4 日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期限至 2003 年 9 月

10 日。註冊人之代表人並自民國 86 年 4 月，取得第 803375 號「PS」

聯合商標外，亦同時於民國 84 年 2 月 16 日起即獲有同一案外人註

冊第 671501 號「PS-X」商標。註冊人並聲明已獲其代表人有關商

標使用的專屬授權。 

4.4. 註冊人在網站上提供各類型電視遊樂器主機週邊商品之銷售。申訴

人於民國 91 年 1 月 17 日發函註冊人，指摘註冊人所使用之系爭網

域名稱，於所連結網頁內販賣之商品中，有侵害申訴人享有之新式

樣專利，並且所使用之網域名稱亦有侵害申訴人之智慧財產權；註

冊人因而暫停網站服務之提供。 

5. 適用規定 

5.1.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3 月 29 日，經 TWNIC 認可並簽約，成為國家

代碼（ccTLD）為.tw 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5.2. 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註冊人註冊之網域名稱，如與

第三人產生爭議時，同意依「處理辦法」及「實施要點」之規定辦

理之，經申訴人向科法中心提出本申訴案，故註冊人有私法上之契

約義務，接受科法中心處理本案系爭網域名稱之爭議。 

5.3. 科法中心將依據「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及「處理附則」之相關

規定處理本案，上述未規定之事項，將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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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簡稱

「ICANN」）所頒布之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以下簡稱「UDRP」）、Rules for UDRP（以下簡稱「Rules」），

以及其他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如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以下簡稱「WIPO 

Center」）所做成之網域名稱爭議專家小組決定書。 

6. 當事人之主張 

6.1. 申訴人之主張略以： 

（一） 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產品標識」具高度近似性而產

生混淆 

（1） 註冊人經核准註冊的系爭網域名稱，其第三階網域名稱

「ps2」，若與申訴人之「PS 設計圖 」、「PS2 PlayStation 

」、「PS2 」等註冊商標、服務標章圖樣，

以及「PS」、「PS2」產品標識予以整體比較，如經一般消費者

觀察與唱呼，二者之讀音若非高度近似，即係完全相同，異時

異地觀察確有使消費者產生混同誤認之虞；此已經最高行政法

院 90 年度判字第 2131 號加以認定。註冊人所有之系爭網域名

稱雖係以英文小寫方式表現，而與申訴人之商標、產品標識文

字包含英文大寫（P、S）有若干差異，但異時異地、各別觀察

時，並不易為具有普通智識經驗之人所發見，故二者實具有高

度之近似性。 

（2）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所營業務以及在網路上進行廣告、促銷的

商品，與申訴人第 678431 號「PS 設計圖」及「PS2 PlayStation」

註冊商標指定商品，以及「PS」、「PS2」所指稱的產品，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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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買受人、行銷管道、販賣場所均相同，因此容易使消費者對

產品之生產者產生混淆、誤認。 

（二） 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1） 申訴人主張，自 TWNIC「WHOIS 資料庫」查得之資料，顯示

註冊人英文名稱為「Chuan Fang Technology Co., Ltd.」，且註冊

人並無任何與系爭網域名稱相同或近似之註冊商標、標章等標

識，故顯與系爭網域名稱毫無關連。 

（2） 註冊人所營事業，則為電子玩具、電視遊樂器、電動遊樂器具

等及電子組件及配件之製造加工買賣，與申訴人經營項目可謂

完全相同。在申訴人之「PS 設計圖」、「 」、

「 」等圖樣及「PS」、「PS2」等產品標識已屬相關

業者與消費者所共知的著名標識下，註冊人竟仍以與前開商

標、產品標識高度近似之 PS2 申請登記、續用為網域名稱，並

架設網站促銷、販售同一類商品，顯見註冊人已有使網路使用

者或消費者對商品來源產生混淆、誤認，進而獲取不當商業利

益的惡意。 

（3） 註冊人雖已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但並未在報章、媒體上發現其

他任何有關系爭網域名稱與註冊人的廣告文宣，且以搜索引擎

網站 Google 鍵入註冊人之「全方科技」時，並不會呈現任何

鏈結資料。因此，註冊人之使用尚未達「一般大眾所熟知」的

程度，不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規定。 

（4） 註冊人確實利用系爭網域名稱從事銷售電視遊樂器週邊之控

制器、搖桿、記憶卡、轉換器、接線等商品，並提供訂購服務，

已如前述，因此，註冊人所從事者顯為商業使用，非屬「合法、

非商業或正當之使用」。註冊人竟仍以前開商標、產品標識相

同或近似之 ps2 為網域名稱，並架設網站促銷、販售同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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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顯見註冊人係以混淆、誤導網路使用者或消費者之方式，

獲取商業利益，故不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

情形。 

（三） 註冊人惡意註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1） 申訴人指定使用於電視遊樂器等相關商品之第 678431、

710454、946116 號「PS 設計圖」、「PS PlayStation2」註冊商標，

以及「PS」、「PS2」等產品標識，早自註冊人申請登記系爭網

域名稱前迄今。因申訴人已於世界各地（含我國）進行

PlayStation、PlayStation2 電視遊樂器主機之積極銷售，且屢經

國內平面媒體、雜誌報導相關動態，故早為業界及消費者所熟

知。而除公平會依申訴人所提出之媒體廣告、公司說明資料、

國內各類電玩雜誌報導及讀者評分排行榜、台灣銷售排行榜、

台灣公投排行榜、國內遊戲龍虎榜等營業及相關報導資料，認

定「PS 設計圖」屬台灣電玩市場中相關大眾所共知之商標外，

法院亦於判決中認定「PS 設計圖」屬業界及消費大眾所共知

之著名商標。 

（2） 註冊人對系爭網域名稱既無正當之權利或利益已如前述，而自

申訴人發函迄今，又持續佔用系爭網域名稱且未能提供網頁內

容，已足使包含相關業者或消費者在內之網路使用族群，對申

訴人之著名商標與產品標識產生信譽減損之負面評價，有損申

訴人之商業利益，故應可認定註冊人係屬惡意「使用」系爭網

域名稱。 

（3） 註冊人在明瞭網域名稱登記係採「先來，先服務」之原則下，

仍以申訴人註冊商標或產品標識之文字申請登記並為續用為

網域名稱，而造成妨礙申訴人使用該著名商標註冊為網域名稱

之結果。在註冊人無正當權利或利益之情形下，仍以高度近似

之 ps2 字樣申請註冊、續用為網域名稱，其有妨礙申訴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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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商標與產品標識註冊為網域名稱之不正當目的，因此符合

「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規定。 

（4） 註冊人所經營者，係與申訴人為同類之業務，因此註冊人與申

訴人之間具備競爭關係。又「PS 設計圖」、「PS PlayStation2」、

「PS」、「PS2」為相關業者及消費者所共知之商標與產品標

識，且註冊人對系爭網域名稱並無任何實質關係，已如前述。

是以註冊人對於網域名稱之於企業行銷策略的重要性，必然知

之甚稔。惟其竟仍以與前開標識高度近似之 PS2 字樣申請註

冊、續用為網域名稱，凡此，均可明確認定註冊人係以妨礙申

訴人此一競爭者於網路上從事商業活動為主要目的，而註冊系

爭網域名稱，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3 款之要件。 

（5） 註冊人於註冊、續用時，既明知「 PS 設計圖」、「 PS 

PlayStation2」、「PS」、「PS2」為相關業者及消費者所共知之商

標及產品標識，而在與其無任何實質關係的情況下，以高度近

似之 PS2 字樣，申請註冊、續用為網域名稱，不僅違反註冊人

對註冊機構之告知義務，且將與申訴人著名商標與產品標識所

表彰之商品品質與公司商譽，產生不當之攀附效果，顯見其混

淆申訴人著名商標與產品標識之意圖。雖註冊人目前已未在網

站上架設網頁內容，但並不影響網路使用者被引誘或誤導至註

冊人網站瀏覽之結果，因此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之要件。 

6.2. 註冊人之主張略以： 

（一） 程序部分 

（1） 註冊人主張，其於民國 91 年 4 月 26 日收受爭議處理機構送達

之申訴書中，並未一併檢附「申訴人所依據之證據文件」。依

據「實施要點」第 3 條第 4 項第 14 款，爭議處理機構顯有違

前揭應寄送「申訴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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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實施要點」第 2 條第 1 項之反面解釋，其法律效果應視

為未送達。爭議處理機構應再次送達或補送達，方符合程序之

規定，否則不得要求註冊人應於處理程序開始日起二十工作日

內，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答辯書，亦不得逕為爭議處理程序之

進行。 

（二） 實體部分 

（1） 申訴人最早可能於我國使用系爭 PlayStation2 或 PS2 商品標示

的時間，也是在民國 89 年 3 月。惟註冊人已於民國 88 年 8

月 4 日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並於 88 年 10 月架站提供商品銷售

服務。申訴人以一個使用在後的商品標示（PS2 並未取得商標

註冊，故為商品標示），並以今日的著名程度反指當初註冊人

無正當權益或有惡意存在，豈無混淆事實情形？故其主張自無

足採。 

（2） 有關案外人張松根所申請審定之第 803375 號聯合商標「PS」，

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 」近似之爭議，雖最高行政法院未

維持民國 87 年 10 月 9 日台商八七○字第 216045 號函中台異

字第八七一○六七號異議審定書，認定兩者非屬近似之見解，

嗣後商標主管機關亦予撤銷處分。惟案外人張松根已依法提出

訴願。故申訴人主張系爭網域名稱特取部分，有高度近似於註

冊之「 」商標云云，並非全然無疑，尚有待商標主管機關

再行認定。 

（3） 網域名稱與商標、標示的近似判斷時，則因網域名稱的使用態

樣僅有唯一，有別於商標的使用態樣多變，故消費者會因其多

樣使用被混淆的情狀並不存在，故除要限縮中心界定的近似擴

張範圍外，還必須以週邊界定的觀點，適度地劃分區隔商標或

標示的不近似區域，並參酌以實際使用上是否真有發生混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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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等因為作為判斷準則。準此，「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之「近似」，與商標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規

定之「近似」實質範圍並不相同，反而是與同法第 62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近似」實質範圍比較接近。 

 由於與系爭網域名稱最為接近的「 」商標，並不被

商標主管機關准予註冊，更加凸顯系爭網域名稱並不在申請人

所有之商標近似範圍內，而註冊人使用一個不在申訴人所有之

商標、聯合商標近似範圍內的網域名稱，應無任何瑕疵可言。

因此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並無違「處理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 

（4） 註冊人除自民國 86 年 4 月間即獲有案外人張松根（即註冊人

之代表人）審定第 803375 號「PS」聯合商標之標示專屬授權

外，亦同時於民國 84 年 2 月 16 日起即獲有同一案外人註冊第

671501 號「PS-X」商標之專屬授權。是以註冊人對系爭網域

名稱應有權利或正當利益之基礎，並無違「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5） 申訴人於民國 91 年 1 月 17 日發函指控註冊人之情事，並未於

來函中一併檢附相關專利侵害鑑定報告，尚不足以使註冊人為

客觀上侵權有無之判斷。註冊人為免造成營業上之無謂困擾，

並為探求真實，遂先依申訴人之要求，暫停網站服務之提供，

並立即尋求相關專業進行研究判斷。申訴人竟以此為由，主張

註冊人持續佔用系爭網域名稱且未能提供網頁內容云云，渠利

用註冊人進行評估之空檔，醜化註冊人之行為為惡意使用，不

但與事實經過不符，亦有違禁反言原則。故註冊人註冊系爭網

域名稱，並無違「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且有

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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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註冊人在網路上提供各類型電視遊樂器主機週邊商品之銷

售，其中更不乏銷售有申訴人所製售之商品，而且在其首頁之

標示上，註冊人更清楚標示其公司名稱、地址、電話，對於公

司簡介、產品說明及會員服務等不可不謂之詳盡，在此等明確

表述之情形下，又何能產生混淆消費者或網頁瀏覽者，使其產

生對於其服務或商品來源之識別錯誤？又如何能使申訴人之

商譽產生減損，甚或是負面評價？申訴人所指顯然在刻意迴避

其舉證責任，空言註冊人不當使用系爭網域名稱，自無足採。 

 且註冊人所營事業，雖與申訴人之事業項目有部分重疊，但依

註冊人所經營之網頁內容可知，註冊人主要是經銷各類遊戲主

機週邊商品為主，與申訴人之間並無競爭關係。故申訴人主張

彼此為競爭對立關係，而渠之商標有減損，消費者有混淆云

云，顯又與事實不合。因此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並無違

「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且有符合「處理辦

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亦無同法第 3 項第 3、4 款規

定情形。 

（7） 註冊人自民國 81 年 6 月 13 日設立迄今，已近十年；而自系爭

網域名稱開始使用提供服務迄今，亦二年半有餘，期間註冊人

所營事業不曾間斷，而在網路上提供產品銷售服務除定期歲

修，以及近來因進行評估修改外，亦不曾停止過，堪為我國篤

實之中小企業，長期以來包括同業、會員以及眾多之消費者已

有口碑，核此亦有註冊人所印製之各式文宣海報可稽，而註冊

人透過合作之店家廣為宣傳散布，亦能使特定消費群達到知悉

註冊人，甚至能使該些特定消費群達到熟知程度；依註冊人所

銷售之商品內容而言，使一般大眾知悉並無實益，而申訴人豈

可僅憑在搜尋網頁上找不到公司介紹，以及報章雜誌並無廣告

就否定註冊人毫無宣傳之努力與知名度？此亦不足以證明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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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非為一般大眾所熟知。因此註冊人註冊

系爭網域名稱，並無違「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且有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 

（8） 申訴人於民國 88 年 11 月 3 日曾註冊 playstation2.com.tw 為其

網域名稱，何以申訴人為何在二年多後的今日，才突然發現系

爭網域名稱有近似其註冊商標、無正當權益或惡意使用？而

且，註冊人在民國 88 年 8 月註冊，同年 10 月間即開始使用迄

今的系爭網域名稱，又如何想像能妨礙申訴人之後在民國 88

年 11 月才註冊，而迄今尚未使用（該網域名稱並無對應 IP，

亦無從連結網頁）的 playstation2.com.tw 網域名稱？更遑論會

妨礙在民國 91 年 3 月間才註冊且迄未使用的 playstation. 

com.tw 網域名稱使用問題。因此註冊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

並無違「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且無「處理辦

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情形。 

6.3. 申訴人之補充理由略以： 

（1） 「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概括指稱之「其他標識」，

並無必要如註冊人所採之嚴格、限縮解釋，而限定於使用在商

品本體上的「商品標示」。依該條項之文義解釋，若一字樣或

圖樣足資用以在經濟活動上與他人相區別，即可該當於所謂的

「其他標識」。申訴人之 PlayStation2 遊戲主機，雖於 89 年 3

月 4 日始正式上市，惟當申訴人有意推出新一代 PlayStation

電玩主機時，早於民國 87 年底即引起消費者於相關網站，以

與系爭網域名稱特取部分高度近似之「PS2」為標題進行廣泛

討論，因此應早為業界與消費者所共知。 

（2） 「PS」字樣與申訴人「 」商標圖樣是否近似之爭議，已由

我國最高審判機關表示見解在案，專家小組得做為參考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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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至於案號 088036090 的商標申請，係申訴人於民國 88 年

7 月 23 日提出申請，並於民國 90 年 1 月 8 日申請追加，雖迄

今尚未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完成審查並給予註冊，但

「 」圖樣既經指定使用於其他商品或服務並獲准註

冊，自得作為判斷是否符合「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的準據。 

（3） 「PS」字樣圖案的審定既經駁回，則案外人張松根已對「PS」

無任何權利，因此更無所謂「專屬授權」可言，且「PS-X」

與 PS2 是否相同或近似已非無疑，自不得遽引作為註冊人是否

對系爭網域名稱有權利的依據。更何況註冊人並未提出相關證

據，證明其獲有專屬授權。 

（4） 註冊人主張其於民國 88 年 8 月 4 日即指定 IP 對應網域名稱，

於民國 88 年 10 月委託設計英文網頁與代管主機，由 WHOIS

資料庫及註冊人所提供之證據，均無法加以證明。 

（5） 註冊人雖言明取得「PS-X」商標之專屬授權，但何以捨棄與

商標相同或近似的「PS-X」或「PSX」，而使用 PS2，因此自

有非出於善意，且有意圖攀附申訴人商譽或知名度的情形。註

冊人並未舉證說明其如何基於善意而使用，僅說明有使用之事

實。 

（6） 註冊人雖提出各式文宣海報，雖可能達到使特定消費者熟知註

冊人的程度，但未能證明註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

眾所熟知。 

（7） 註冊人雖主張其有銷售申訴人所製售之產品，但視其所提供之

證據資料，並未發現申訴人所製售之產品。  

（8） 申訴人進入註冊人「http://www.ps2.com.tw」網站時，首先於

電腦螢幕上顯示者，為「本月特價」之頁面，而非註冊人所謂

清楚標示公司名稱、地址、電話等資料的頁面。縱然有標示公

司名稱、地址、電話等資料，在註冊人以足使消費者與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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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聯想之 PS2 字樣為網域名稱的情況下，已不足以使網路使

用者得以區別產品來源（因消費者可能誤認註冊人為申訴人之

代理商），而會發生混淆、誤導消費者或網路使用者的情況，

更何況網路使用者並不會直接看到有標示公司名稱、地址、電

話等資料的頁面。 

（9） 註冊人以電視遊樂器週邊商品之製造、加工、販賣為業，對於

專利制度自知之甚稔，且申訴人於函中已檢附專利公報資料，

足使註冊人針對特定產品進行評估、檢討，而無庸全面暫停網

站服務之提供，故註冊人所稱顯係卸責之詞。又所謂與申訴人

無競爭關係者，誠屬不知所云。 

（10） 是否存在「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情形，應以申訴

人使用「PS2」標識是否受到妨礙而言。雖申訴人另取得

playstation、playStation2 等網域名稱，但因 PlayStation.、

PlayStation2 與 PS2 同屬申訴人之商標或標識，故如註冊人註

冊系爭網域名稱的行為，確已構成申訴人使用 PS2 標識受到

妨礙的事實，仍然會該當「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

由於註冊人所經營者是與申訴人同類的業務，因此對於申訴人

所有之「PS 設計圖」、「PS PlayStation2」、「PS」、「PS2」等

著名標識，註冊人自不得諉為不知。 

6.4. 註冊人之補充理由略以： 

（1） 申訴人所檢附之資料，其日期或許有早於註冊人最早開始使用

系爭網域名稱，並提供銷售商品服務情形，但仍不能推翻申訴

人晚於註冊人註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才開始使用

「 」聯合商標之事實。第三人縱使有使用「PS2」

為標題或著作內容情形，純粹是第三人個人言論自由的行使，

並不因此而使申訴人於當時就獲取「PS2」標示之權利或獨占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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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其本旨是在保護

善意使用者之利益。而註冊人註冊使用系爭網域名稱，迄今已

逾二年半之期間，且當初註冊人註冊使用系爭網域之時，申訴

人根本就尚未開始使用系爭商標或標示，縱使有第三人早於註

冊人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前，即報導申訴人可能開發第二代遊戲

主機之計劃，但依當時情況理解，申訴人既未以「PS2」為商

標註冊之申請，亦未使用「PS2」標示，註冊人註冊使用系爭

網域名稱並未干涉任何人之權益，如此豈能謂無善意使用？而

在經過二年多期間後，突然申訴人才指摘註冊人這二年多來一

直都是非善意使用，若申訴人所主張得以成立，則註冊人這二

年多來的投資經營所累積之利益，豈不是會在瞬間被申訴人掠

奪？核此當然不符處理原則保護善意使用之規範本旨。 

（3） 註冊人使用與自己獲有專屬授權之「PS-X」商標近似之網域

名稱，本應享有使用之權利；縱使其不足以證明擁有使用系爭

網域名稱之權利，僅就其有早於申訴人先使用之事實，即可證

明註冊人確有使用之正當利益，故註冊人確已符合處理原則第

五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規定。 

（4） 系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並未對張松根所申請註冊之「PS」商

標發生撤銷確定力。至於商標主管機關嗣後另為撤銷處分，刻

正於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實則商標與網域名稱審查標的不

同，本諸規定各異，特別是在近似的判斷上，故除要限縮中心

界定的近似擴張範圍外，還必須以週邊界定的觀點，適度地劃

分區隔商標或標示的不近似區域，並參酌以實際使用上是否真

有發生混淆情況等因為作為判斷準則。申訴人簡單地爰用系爭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以及註冊人於答辯理由書中，對於比較不

具商標特性之「 」之舉重明輕觀點，實際上才是有

欠論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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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縱使註冊人未依商標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為授權登記，但只

要能證明確有獲得商標權人之專屬授權，即可證明註冊人享有

正當利益。因為享有利益之概念，並不以擁有權利或得以對抗

第三人之權利為基礎，申訴人對於此節，容有誤解。商標授權

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公司負責人專屬授權自己公司使用其所有

之商標，雙方雖未定立書面契約，亦未為授權登記，但皆在情

理之中，並未逸脫一般經驗法則，申訴人空言註冊人無權利或

正當利益，自無足採。 

（6） 註冊人於民國 88 年 10 月間開始，即有委託巨剛資訊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巨剛公司）設計英文網頁及代管主機，並對外提供

各型次世代主機之週邊商品之介紹銷售服務；迄至民國 89 年

10 月間，又另委由久大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久

大公司）設計中文網頁內容及代管主機，並持續透過網際網路

提供各型次世代主機之週邊商品之介紹銷售服務。核此節有巨

剛公司之專案企劃書，以及久大公司之合約書可稽。 
（7） 蓋註冊人在申訴人尚未使用「 」聯合商標前，即已

開始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並持續提供商品購買服務，前後二年

半以來，無不兢兢業業用心經營，在其所定位於之特定商品巿

場領域中，努力拓展知名度，或許其經濟規模不若申訴人之龐

大，但就註冊人之適度經濟規模而言，運用海報文宣即為已

足，而如此亦不能抹殺註冊人所經營之成就，且此一成就並不

因嗣後申訴人商標著名就因此不存在，亦不因此就不應受法律

保護其得來不易的成果，故註冊人主張其應享有正當利益，並

不為過。 

（8） 註冊人為免申訴人假藉其所經營之網站，涉及攀附申訴人商譽

之疑慮，故配合申訴人之要求，先暫停網頁服務，並著手修改

一切可能會產生混淆誤認可能之圖文，核此足見註冊人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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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想要攀附申訴人之商譽。縱使申訴人於註冊人停止站服務

前之首頁設計，事實上雖與申訴人所提出之資料不合，但依其

所提出之首頁畫面，註冊人依然沒有隱匿自己公司，甚或攀附

申訴人（無論公司或產品）情形，故申訴人一口咬定註冊人有

攀附、混淆甚或誤導云云，顯失之附麗。 

6.5. 申訴人之補充理由（二）略以： 

（1） 「PS」字樣除經特殊設計為「 」圖樣外，亦為申訴人所開

發之電視遊樂器主機「PlayStation」及其遊戲軟體的簡稱與產

品標識，並早於民國 86 年及經主要平面媒體廣泛使用。 

（2） 註冊人未能合理解釋其聲稱獲有「PS-X」商標專屬授權的情

形下，何以捨 PSX 或 PS-X 等網域名稱，而使用 PS2。且註冊

人以 ps3.com.tw 為例，闡述申訴人是否已對此一網域享有獨占

利益之比喻，尚須視註冊人是否使用，以及使用情形為何，非可

遽下判斷。 

（3） 依註冊人所提出之資料，或可證明其確實有透過網際網路進行

行銷之遠見，但未能證明其於民國 88 年 10 月間即開始使用系

爭網域名稱，純係空言主張。 

7. 決定理由 

7.1. 網域名稱爭議之處理程序及原則： 

 網域名稱爭議，其法律性質屬私權爭議，故「處理辦法」所規定之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原則上係採辯論主義，亦即專家小組僅以

當事人提出之事實證據，做為決定之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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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家小組做成決定之證據資料，以當事人所提供之申訴書或

答辯書及其補充說明或文件為原則，並輔以由 TWNIC 所提供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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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稱註冊及使用之相關資訊（參閱資策會科法中心專家小組決定

書，案號：STLC2001-001，7.1.，以下簡稱「M&M’s」案，此一原

則並為歷來專家小組所肯認）。 

7.2. 程序問題： 

（1） 註冊人主張，其於民國 91 年 4 月 26 日所收受爭議處理機構送

達的申訴書中，因未檢附「申訴人所依據之證據文件」，因此

顯有違反「實施要點」第 3 條第 4 項第 14 款之規定。並認為

違反的法律效果，應視為未送達，否則不得要求註冊人應於處

理程序開始日起二十工作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答辯書。

本案爭議處理機構（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已於民國 91 年 5

月 20 日應註冊人之請求，寄送「申訴人所依據之證據文件」

予註冊人。 

（2） 因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研擬小

組第十八次會議紀錄」決議，雙方當事人得於專家小組做出決

定前，提供補充理由書予爭議處理機構，由其轉交專家小組參

考。在考量科法中心於接獲註冊人之請求後，已立即寄送申訴

人之證據文件予註冊人，註冊人並曾提出補充答辯理由書。並

且本案決定日期已經延後，註冊人有充分時間提出補充說明

下，註冊人之攻擊防禦權利應已不受此一程序所影響。故本小

組認為此一情事，應無礙相關爭議處理程序之進行。 

7.3. 申訴之要件與舉證責任 

（1） 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訴人得以註冊人之網

域名稱註冊，具有下列情事為由，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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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三、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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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所規定之三款情事必須全部成立，

始符合申訴之要件。此由該條文之文義與「處理辦法」其他規

定相比較，即可得知。在「處理辦法」之規定中，如僅指稱數

種情形之一者，其所使用之文字為「有下列情形之一」（例如

第四條、第十四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例如第五條

第二項）；反之，若未特別明示，則指數種情形之全部（例如

第三條）。此外，參考「處理辦法」所據以制訂之 UDRP 4a 之

規定："Applicable Disputes. You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o a 

mandatory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 in the event that a third 

party (a "complainant") asserts to the applicable Provid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that (i) your domain 

name is identical or confusingly similar to a trademark or service 

mark in which the complainant has rights; and (ii) you have no 

rights or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respect of the domain name; and 

(iii) your domain name has been registered and is being used in 
bad faith."，亦可知該三種情事必須同時具備，申訴始能成立。 

（3）申訴人應就「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申訴要件存在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7.4. 系爭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之商標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 

（1） 本案申訴人主張，註冊人所註冊的網域名稱，其第三階網域名

稱「PS2」，與申訴人之「PS 設計圖 」、「PS2 PlayStation 

」、「PS2 」等註冊商標、服務標章圖樣，

以及「PS」、「PS2」產品標識予以整體比較，如經一般消費者

觀察與唱呼，二者之讀音若非高度近似，即係完全相同，異時

異地觀察確有使消費者產生混同誤認之虞。其並舉最高行政法

院 90 年度判字第 2131 號加以證明。註冊人則主張案外人張松



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 

302 

根以依法提出訴願，是否近似仍尚待認定外，更認為因網域名

稱之使用態樣僅有唯一，故必須以周邊界定的觀點，適度劃分

區隔商標或標示的不近似區域，並參酌實際使用上是否真有發

生混淆情況等作為判斷準則。 

（2） 按「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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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事業名稱等標識相

同或近似，並因而產生混淆。本要件之成立，雖然涉及相同或

近似之判斷，然而並不能僅以網域名稱與商標或事業名稱為機

械式之比對為已足，尚必須就是否有產生混淆加以判斷。至於

當事人營業項目或商標權指定之商品類別是否相同或類似，雖

然是商標註冊與侵害判斷上之要件，然而並非依本「處理辦法」

處理網域名稱爭議時所應考慮者。（參閱資策會科法中心專家

小組決定書，案號：STLC2001-006，7.3.(2)，以下簡稱「Michelin」

案）因此就註冊人主張申訴人就「 」圖樣指定於使

用第 009 類商品之商標迄今仍未經核准註冊，然「 」

圖樣經申訴人指定使用於其他多類商品或服務並獲准註冊，據

上述見解處理網域名稱爭議與申訴人、註冊人間之指定商品類

別無涉，並不影響本案專家小組就該項要件之判斷。 

（3） 依據上述見解，本案專家小組認為，「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此一要件，並不以實際使用上是否真有發生混淆之情

況，作為判斷準則；僅就系爭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是否有與

申訴人所有之商標、服務標章、事業名稱等標識，有相同或近

似而產生混淆。本案系爭網域名稱「ps2.com.tw」之主要部分

「PS2」，與申訴人之商標「PS 設計圖 」、「PS 2PlayStation 

」、「PS2 」，雖然英文字母有大小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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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兩者整體進行隔離觀察結果，可以現其外觀極為接近，

且字母排列順序完全相同，在讀音與意義上亦均屬相同。由於

註冊人之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均極為近似，對一般消費者

與網路使用者而言，並無從對其主體性加以分辨，因而會造成

混淆，誤以為該網站為申訴人所設之網站。 

（4） 申訴人之商標、姓名或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是否著名，雖然非

屬申訴成立之要件，然而知名度之高低，對於是否造成混淆之

判斷，則有所影響（「Michelin」案 7.3.(4)）。通常具有愈高知

名度之商標或事業名稱，則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

愈容易產生混淆。 

（5） 申訴人主張其商標「PS 設計圖 」、「 」、

「 」等圖樣及「PS」、「PS2」等產品標識，已屬相

關業者與消費者所共知的著名標識。因申訴人提出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之鑑定報告書，證明申訴人之「PlayStation」、「PS

設計圖」等商標確為「相關大眾所共知」，且註冊人對此並未

加以爭執。同時審酌申訴人提出之報紙、網站資訊、電玩雜誌

等介紹與報導，因此本案專家小組確認申訴人上述之商標，已達

「相關大眾所共知」的知名度。是以註冊人使用與申訴人之商標

於網域名稱上，相較於不具知名度之商標，更容易使人產生混淆。 

（6） 雖註冊人主張，其已在網站首頁標示公司名稱、地址等相關資

訊，應不會對網路使用者造成混淆；此涉及註冊人如何使用系

爭網域名稱之行為，非本款所欲探討之對象，在此特別予以說明。 

（7） 依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說明，專家小組認定系爭網域名

稱與申訴人之商標近似而產生混淆，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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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1） 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認定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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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註冊人主張系爭網域名稱（ps2.com.tw）係由註冊人於 1999

年 8 月 4 日申請完成註冊。惟註冊人不得單純以時間上註冊系

爭網域名稱在先之事實，而主張對系爭網域名稱擁有權利或正

當利益（「M&M’s」案，7.4.(2)）。仍應由本專家小組就「處理

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與雙方當事人提出之證據與說明加以

認定。 

（3） 由於申訴人主張「PS」與「PS-X」等商標並非註冊人所有，

且註冊人並未提出專屬授權之相關證據。註冊人主張已獲有案

外人張松根之「PS」與「PS-X」商標專屬授權，並稱案外人

張松根係前述商標之權利人，但其亦同時為註冊人之負責人與

實際經營人，公司負責人專屬授權本身公司使用其所有之商

標，縱無書面契約或亦未為授權登記，仍符合情理與一般經驗

法則。惟註冊人於答辯書說明就註冊人之負責人與申訴人或他

人有商標爭議時，亦曾提及註冊人與註冊人之代表人並非同一

人格，法律關係各異等語。本案專家小組審酌雙方當事人所提

出之說明與證據，對註冊人是否取得有案外人張松根之商標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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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授權持保留態度。縱註冊人確已取得案外人張松根之「PS」

與「PS-X」商標專屬授權，惟並未說明何以註冊與申訴人商

標近似的「PS2」，為其網域名稱的特取部分。本案專家小組認

為，在「PS2」具備上述高知名度的情形下，尚難以「PS2」

與「PS」、「PS-X」近似為由，認定註冊人享有使用系爭網域

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且在註冊人未積極敘明是否具備「善

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之事由下，無法認定符合「處理辦法」

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要件。 

（4） 註冊人主張其在網路上提供服務，已有二年半，已廣獲同業、

會員及眾多消費者口碑，故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

二款之規定。惟本案專家小組認為，雖註冊人提出其所印製的

各式文宣海報，但只能證明其有廣告宣傳之事實，仍無法證明

其使用該網站的行為，已達「一般大眾所熟知」的知名度，故

尚難認為具備「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要件。 

（5）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以足以讓消費者產生聯想之「PS2」字樣為

網域名稱，有造成混淆、誤認消費者或網路使用者的情形。註

冊人則抗辯其有在網站首頁上標示公司名稱、地址等相關資

訊，應不會對網路使用者造成混淆，且與申訴人無競爭關係，

並無造成申訴人有減損商標信譽之情事。 

 本案專家小組認為，雖註冊人抗辯其在網站上僅提供遊戲主機

週邊產品之銷售，然而從經濟部商業司之註冊資料可知，其營

業項目包括電視遊樂器、電動遊樂器等之製造加工買賣、電腦

軟體、程式之開發買賣等，與申訴人之營業項目有高度重疊，

故雙方當事人應具備競爭關係。而一般網路使用者在網站瀏覽

習慣上，未必有逐頁由首頁依序瀏覽至各內頁的情形，故尚難

據此認為網路使用者未有受混淆或誤導之可能性。在註冊人未

積極舉證有其他正當使用之情事下，有鑑於申訴人商標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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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識之高知名度，本案專家小組尚難認為註冊人具備「處理辦

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要件。 

（6） 依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說明，專家小組尚難認定註冊人

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7.6. 註冊人是否惡意註冊或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1） 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申訴之成立尚必

須註冊人「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稱。只要有「惡

意註冊」或「惡意使用」兩種情事之一即可，並不以兩者兼具

為必要（「M&M’s」案，7.5.(2),(3)）。 

（2） 應如何認定註冊人是否有「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

稱之情事，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得參酌下列

各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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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述各款情形，均屬認定是否有「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

之參考因素，僅為例示性規定，並不以該項所列之各款情形為

限（「M&M’s」案，7.5.(5)），且如有其中之一種或數種情事，

足以認定註冊人「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稱，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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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當之，並不以全部具備為必要（參考 UDRP 4b: "Evidence of 

Registration and Use in Bad Faith.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4(a)(iii),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in particular but without 

limitation, if found by the Panel to be present, shall be evidence of 

the registration and use of a domain name in bad faith:(i) 

circumstances indicating that you have registered or you have 

acquired the domain name primarily for the purpose of selling, 

renting, or otherwise transferring the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to 

the complainant who is the owner of the trademark or service 

mark or to a competitor of that complainant, for valuable 

consideration in excess of your documented out-of-pocket cost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omain name; or(ii) you have registered the 

domain nam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wner of the trademark or 

service mark from reflecting the mark in a corresponding domain 

name, provided that you have engaged in a pattern of such 

conduct; or(iii) you have registered the domain name primarily 

for the purpose of disrupting the business of a competitor; or(iv) 

by using the domain name, you have intentionally attempted to 

attract, for commercial gain, Internet users to your web site or 

other on-line location, by creating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with 

the complainant's mark as to the source, sponsorship, affiliation, 

or endorsement of your web site or location or of a product or 
service on your web site or location."）。由於申訴人對前述第五

條第三項第一款之情形，並未為主張，專家小組無須加以斟

酌，僅就上述第二、三、四款情形加以斟酌。 

（4） 申訴人主張，自其發函迄今，註冊人持續佔用系爭網域名稱且

未能提供網頁內容，已足使相關業者或消費者在內之網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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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對申訴人之著名商標與產品標識，產生信譽減損的負面

評價，有損申訴人之商業利益。註冊人則抗辯其為避免無謂困

擾，並為探求真實，故先暫停網站服務提供。本案專家小組認

為，註冊人係因申訴人發函之故，而停止提供網頁內容，故與

申訴人所舉之案例有別，故尚難據此認為註冊人係「惡意使用」

系爭網域名稱。 

（5）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以申訴人之商標文字，作為網域名稱的特

取部分，係有妨礙申訴人使用其商標與產品標識註冊網域名稱

的不正當目的，故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之規

定。註冊人則抗辯申訴人已取得 playstation、playstation2 等網

域名稱，故並無本款所謂之惡意。本案專家小組認為，由於網

域名稱之使用具有一定之獨占性，故在註冊人已先註冊取得使

用系爭網域名稱之權利下，申訴人自難使用。惟僅據此一客觀

事實，本案專家小組尚無法據此加以認定註冊人於註冊時，即

具備妨礙申訴人註冊其商標與產品標識之目的。 

（6）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以其高知名度的商標與產品標識，作為網

域名稱之特取部分，應可認為有妨礙申訴人於網路上從事商業

活動之目的，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款之規定。

註冊人則主張其已經銷各類遊戲主機週邊產品為主，與申訴人

無競爭關係，故無本款規定之情形。本案專家小組認為，申訴

人與註冊人雖同屬競爭對手，已如前述，但可否僅以單純之客

觀註冊事實，即認為註冊人之註冊主要目的，係妨礙競爭者之

商業活動？本案專家小組對此尚持保留看法。 

（7）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於註冊、續用系爭網域名稱時，已明知「PS

設計圖」、「PS PlayStation2」、「PS」、「PS2」為相關業者及消

費者所共知之商標及產品標識，而在與其無任何實質關係的情

況下，以高度近似之 PS2 字樣，申請註冊、續用為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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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違反註冊人對註冊機構之告知義務，且將與申訴人著名商

標與產品標識所表彰之商品品質與公司商譽，產生不當之攀附

效果，顯見其混淆申訴人著名商標與產品標識之意圖，故符合

「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註冊人則抗辯，其

已在首頁標示上，對公司名稱、地址等簡介已有詳盡說明，且

無競爭關係，故無本款規定之情形。 

 本案專家小組認為，基於申訴人之商標與產品標識之高知名

度，且註冊人亦承認有在網站上販售申訴人產品之事實，故可

認為註冊人對申訴人之商標與產品標識，具有相當可認識性與

一定熟悉度。其以與申訴人之商標及產品標識近似之文字，為

其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足以讓人有攀附申訴人商譽之合理懷

疑。在實務上，一般網路使用者於不知特定網域名稱之情形

下，通常會以公司名稱之特取部份或商標之文字部分，來猜測

可能之網域名稱，以便進入該公司之網站（參見「M&M’s」

案，7.5.(18)）。縱註冊人主張，其已在網站首頁標示公司名稱、

地址等相關資訊，在註冊人以足使消費者與申訴人產生聯想之

PS2 字樣為網域名稱的情況下，並無助於解決註冊人以申訴人

之商標與產品標識註冊網域名稱，產生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

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單位之情事。同時註冊人未積極說明何

以使用「PS2」此一文字作為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及提出其

他充分說明下，本案專家小組認為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

三項第四款之規定。 

（8） 依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說明，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係惡

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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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決定主文 

8.1. 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就系爭網域名稱之申訴，合於「處理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故依申訴書中請求之救濟方法，決定將系爭網

域名稱移轉於申訴人。 

 
專家小組：戴豪君 

決定日期：200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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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專家小組決定書（五） 

案 號：STLC2001-006 

申訴人：米其林公司 

註冊人：泰新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當事人 

1.1. 
申訴人： 法商米其林企業總公司─米其林公司（Compagnie Generale des 

Etablissements MICHELIN-MICHELIN ＆ CIE），地址：法國○

○○○○○○○○○。 

代表人： Jean- Louis Moulin 

代理人： 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陳和貴律師、張澤平律師、劉嘉怡律

師，台北市南京東路 2 段 125 號 7 樓 

1.2. 
註冊人：泰新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台南市○○○○○○○ 

代表人：姚正璽 

 註冊人未委任代理人 

2. 系爭網域名稱與其受理註冊機構 

2.1. 系爭網域名稱為：michelin.com.tw 

2.2. 系爭網域名稱之受理註冊機構，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以

下簡稱「TWNIC」），其地址為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九號

四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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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爭網域名稱係由註冊人於 2000 年 2 月 1 日申請完成註冊 

3. 本案處理程序 

3.1. 申訴人之代理人於 2001 年 10 月 16 日以郵寄之方式將申訴書紙本

與電子檔送達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以下簡稱

「科法中心」），請求移轉系爭網域名稱，並選擇由一名專家組成專

家小組。申訴人之代理人於同月 18 日繳交爭議處理費用新台幣肆

萬元整。 

3.2.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10 月 18 日及 19 日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處理辦法」）第十二條之

規定，分別以傳真及郵寄方式請 TWNIC 提供系爭網域名稱之註冊

及使用相關資訊。TWNIC 於 18 日以傳真函覆科法中心相關資訊。 

3.3. 科法中心於確認申訴書內容符合「處理辦法」、「財團法人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實施要

點」）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附則」（以下簡稱「處理附則」）之相關規定後，正式受理本案。 

3.4.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10 月 19 日以電子郵件將申訴書寄送予註冊

人，並依「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以當日為「程序處理

開始日」。 

3.5. 科法中心依「實施要點」第四條第四項之規定，分別於 2001 年 10

月 22 日以傳真方式及於 2001 年 10 月 23 日以郵寄方式，將處理程

序開始日通知雙方當事人及 TWNIC。 

3.6. 科法中心將申訴人之申訴書補充文件於 2001 年 10 月 29 日以電子

郵件於 2001 年 10 月 30 日以郵寄方式寄送予註冊人。 

3.7.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11 月 9 日收到註冊人之答辯書電子檔，於 2001

年 11 月 12 日收到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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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科法中心依「實施要點」第五條之規定，將註冊人之答辯書，於

2001 年 11 月 12 日以傳真並於 2001 年 11 月 13 日以郵寄方式寄送

予申訴人與 TWNIC。 

3.9. 由於註冊人於答辯書中表示同意由一名專家組成專家小組處理本

案，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11 月 13 日依「實施要點」第六條之規定，

自其專家名單中選定謝銘洋教授，組成處理本案之專家小組，並由

謝銘洋教授簽署專家同意書，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11 月 20 日以電

子郵件、傳真及郵寄方式，通知雙方當事人及 TWNIC 有關本案專

家小組之選定及預定作出決定之日期為 2001 年 12 月 1 日。 

3.10. 專家小組於 2001 年 11 月 20 日依「處理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

「實施要點」第八條、第十二條等之規定，請科法中心要求 TWNIC

提供網域名稱註冊相關資訊，並要求查詢註冊人目前註冊網域名稱

情形。 

3.11.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11 月 22 日將專家小組前項要求，以郵寄方式

寄送予 TWNIC。 

3.12. 針對專家小組之要求，TWNIC 於 2001 年 11 月 22 日以傳真方式回

覆科法中心，科法中心於同日以郵寄方式轉知專家小組。 

3.13. 申訴人分別於 2001 年 10 月 24 日及 11 月 20 日提出補充申訴（二）

書及補稱申訴理由（三）書。 

4. 本案事實 

4.1. 申訴人之事業名稱為「MICHELIN-MICHELIN & CIE」，為各種輪

胎、運輸機械器具、測量器具、消防器材、衣服、文具等商品之製

造商，於中華民國並享有「Michelin」等註冊商標，註冊號數為第

○○六二○三七號等，專用期間自民國六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歷經延

展至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等，指定使用於汽車用充氣輪胎、

充氣輪胎之內胎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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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申訴人於今年六月擬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下稱 TWNIC）

以「www.michelin.com.tw」為網域名稱申請註冊，發現上開網域名

稱業為註冊人於八十九年二月十一日申請註冊。經申訴人連結系爭

網域名稱網站後，發現註冊人並未使用系爭網域名稱架設網站。 

4.3. 註冊人並無「Michelin」之商標專用權，「Michelin」亦非註冊人之

事業名稱。 

4.4. 嗣申訴人為能取得「michelin.com.tw」網域名稱之使用權，乃委任

代理人依「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及「處理附則」之相關規定，

向科法中心提出申訴。 

5. 適用規定 

5.1. 科法中心於 2001 年 3 月 29 日，經 TWNIC 認可並簽約，成為國家

代碼（ccTLD）為.tw 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5.2. 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註冊人註冊之網域名稱，如與

第三人產生爭議時，同意依「處理辦法」及「實施要點」之規定辦

理之，經申訴人向科法中心提出本申訴案，故註冊人有私法上之契

約義務，接受科法中心處理本案系爭網域名稱之爭議。 

5.3. 科法中心將依據「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及「處理附則」之相關

規定處理本案，上述未規定之事項，將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參酌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簡稱

「ICANN」）所頒布之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以下簡稱「UDRP」）、Rules for UDRP（以下簡稱「Rules」），

以及其他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如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以下簡稱「WIPO 

Center」）所做成之網域名稱爭議專家小組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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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事人之主張 

6.1. 申訴人之主張略以： 

（一） 系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著名「商標」及「事業名稱」相同而產生

混淆，合於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1） 申訴人就商標圖樣「Michelin」享有商標專用權，且「Michelin」

並為著名商標： 

 申訴人為世界著名之各種輪胎、運輸機械器具、測量器具、消

防器材、衣服、文具等商品製造商，設立於一八三二年，申訴

人並以設立人姓名及公司名稱特取部分「Michelin」作為商標，

迄今已逾一百六十多年。其首創使用之「Michelin」商標商品，

因品質優良在國際間享有盛譽，且「Michelin」亦成為相關事

業與消費者大眾所普遍知悉之申訴人商品表徵，除在世界各國

普遍獲准註冊之外，於台灣亦早於六十二年即獲有商標註冊號

數○○○六二○三七號商標權註冊，併享有商標專用權，使用

於汽車用充氣輪胎、充氣輪胎之內胎等商品，商標專用權自六

十二年一月一日歷經延展至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計註

冊於十三種商品類別。 

 申訴人不僅就「Michelin」商標享有商標專用權，且由申訴人

「Michelin」商標輪胎於國際賽車廠上之優異表現、報章雜誌

撰文介紹、申訴人投注大量經費之廣告經營，經由客觀的消費

者調查報告顯示，在台灣的輪胎品牌知名度及消費者購買傾向

中，米其林（即「Michelin」）輪胎總是超越其他的品牌。此外，

載有「Michelin」商標之商品於中華民國境內及世界各地佔有

極大之市廠佔有率，亦普遍於輪胎行通路所販售，足徵

「Michelin」為著名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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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爭網域名稱「michelin.com.tw」之主要部分「Michelin」與

申訴人之「商標」「Michelin」相同，對一般具有普通知識之網

路使用者而言有造成混淆之虞，並誤以為系爭網站係為申訴人

所有。 

（3） 系爭網域名稱「michelin.com.tw」亦與申訴人之事業名稱

「MICHELIN-MICHELIN ＆ CIE」主要文字部分「相同」或

「近似」，會使一般網路使用者誤以為申訴人之網站，而造成

混淆。 

（二）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1） 註冊人之中文事業名稱「泰新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與其英文譯名「Tai-Shin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均與

系爭網域名稱「michelin」不相同且毫無關聯。「Michelin」既

非註冊人之事業名稱，則註冊人就以「Michelin」作為網域名

稱之主要部分顯無使用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2） 註冊人無論於「商標」、「服務標章」、「證明標章」或「團體標

章」，均無相同或近似於「Michelin」商標圖樣之註冊，是以註

冊人對於系爭網域名稱並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3） 註冊人雖向 TWNIC 註冊本件系爭網域名稱「michelin.com. 

tw」，然查，註冊人迄今尚未使用上開網站，亦未見有準備使

用該網站之情形，是以註冊人並不符合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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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第二項第二

款「註冊人使用該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以及第五條

第二項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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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因此，註冊人對系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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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稱並無權利或正當利益。是以本件合於第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規定。 

（三）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1） 註冊人雖向 TWNIC 註冊本件系爭網域名稱，然迄今尚未見使

用上開網站提供資訊；申訴人於向貴中心提出本件申訴之前經

上網查詢竟發現，註冊人非但尚未開站使用系爭網域名稱，甚

而在該網址上登載「本網址歡迎共同合作意者請洽 0929-××

××××劉小姐 三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等文字，顯見註

冊人除非以自己使用之目的惡意註冊係爭網域名稱之外，更公

然登載「三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等數字，明顯係為出售該

網址之價格要約行為，且其價格高於一般網域名稱註冊所須之

費用甚多，顯欲藉由出售系爭網域名稱之方式獲取暴利。註冊

人之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主要目的係藉由出售或出租網域名

稱之方式，藉以獲得超過該網域名稱註冊所需相關費用之利

益，至為顯明，亦足徵註冊人係為惡意註冊系爭網域名稱。 

（2） 註冊人註冊該網域名稱，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商標及事業名

稱為目的」。 

一、 註冊人以其不具權利或正當利益之「michelin.com.tw」申

請註冊，於客觀上使申訴人無法以著名商標暨事業名稱

「Michelin」作為網域名稱，並妨礙申訴人進入新興電子

商務市場之契機。 

二、 註冊人向 TWNIC 註冊含有「Michelin」之系爭網域名稱

「michelin.com.tw」，係明知為他人經註冊且為著名之商

標，竟仍持向 TWNIC 登記註冊，顯係有妨礙申訴人使用

商標及事業名稱之目的，並構成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

名稱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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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註冊人於申請系爭網域名稱註冊之後迄今均未見其使用

系爭網域名稱，顯見註冊人實非為其正當使用之目的申請

註冊系爭網域名稱，而係為妨礙申訴人使用商標及事業名

稱之目的，惡意註冊系爭網域名稱。又，本款規定只需註

冊人係以「妨礙」申訴人之使用為「目的」即可認定為惡

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至於申訴人是否另有申請註冊其

他網域名稱等情事，實與本款規定無涉。 

（3） 註冊人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及事業名稱產生混

淆，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單位。 

一、 網路使用者輸入「Michelin」字樣以查詢申訴人網域名稱

時，卻出現非申訴人所架設之系爭網域名稱「michelin. 

com.tw」，並使得網路使用者誤以為系爭網域名稱為申訴

人所有，而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或其他之線

上單位之客觀事實，故本件實符合本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四

款之規定。 

二、 註冊人為營利事業而為網站之申請，並於預見系爭網域名

稱網站將使網路使用者混淆並誤導至該網站瀏覽後竟仍

為之，顯示註冊人應有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

標及事業名稱產生混淆，並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

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單位之意。 

（4） 我 國 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科 技 法 律 中 心 案 號

STLC2001-001 決定書，亦因引述 WIPO Center 專家小組於許

多網域名稱爭議案之見解，肯認搶註他人「著名商標」為網域

名稱卻未開站使用係「惡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Such passive 

holding has been held in a number of cases to constitute use of the 

domain name in bad faith "Dow Jones & Company, Inc. v. Hephzibah 
Intro-Net Project Limited, WIPO Case No. D2000-0704），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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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之「Michelin」既為著名商標，而註冊人自民國八十九

年二月十一日搶註申訴人之「Michelin」著名商標作為網域名

稱，迄今業將逾二年均未見其開站使用係爭網域名稱，顯係「惡

意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6.2. 註冊人之主張略以： 

（1） 網址並不屬於商標的一部份，註冊人並未違反相關之法律。網

站內容亦不涉及該公司同性質之相關產品。 

（2） 由於註冊網址為付費行為，註冊人註冊任何網址亦無須和公司

英文名稱相關之網址，只要網站內容不觸犯法律即可。 

（3） 由於註冊期間公司資金不足使網站無法架設故徵求合作開發

之廠商，並無意出售或出租，而且網址不等於商標。 

（4） 本網站並未由廣告商支付任何費用，而申訴人以本網站為營利

單位並不合理，請申訴人提供證明，而「三十一萬八千二百九

十六」為計數器，非如申訴人所提出之價格。 

（5） 申請人未能提供有效之證明，以資證明註冊人係惡意使用該網

址。 

7. 決定理由 

7.1. 網域名稱爭議之處理程序及原則 

 網域名稱爭議，其法律性質屬私權爭議，故「處理辦法」所規定之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原則上係採辯論主義，亦即專家小組僅以

當事人提出之事實證據，做為決定之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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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家小組做成決定之證據資料，以當事人所提供之申訴書或

答辯書及其補充說明或文件為原則，並輔以由 TWNIC 所提供與網

域名稱註冊及使用之相關資訊（參閱資策會科法中心專家小組決定

書，案號：STLC2001-001，7.1.，以下簡稱「M&M’s」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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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申訴之要件與舉證責任 

（1） 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訴人得以註冊人之網

域名稱註冊，具有下列情事為由，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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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三、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2） 第五條第一項所規定之三款情事必須全部成立，始符合申訴之

要件。此由該條文之文義與「處理辦法」其他規定相比較，即

可得知。在「處理辦法」之規定中，如僅指稱數種情形之一者，

其所使用之文字為「有下列情形之一」（例如第四條、第十四

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例如第五條第二項）；反之，

若未特別明示，則指數種情形之全部（例如第三條）。此外，

參考「處理辦法」所據以制訂之 UDRP 4a 之規定："Applicable 

Disputes. You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o a mandatory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 in the event that a third party (a 

"complainant") asserts to the applicable Provid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that (i) your domain name is 

identical or confusingly similar to a trademark or service mark in 

which the complainant has rights; and (ii) you have no rights or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respect of the domain name; and (iii) your 

domain name has been registered and is being used in bad 
faith."，亦可知該三種情事必須同時具備，申訴始能成立。 

（3） 申訴人應就「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申訴要件存在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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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系爭網域名稱是否與申訴人之商標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 

（1） 申訴人主張其於自民國六十二年起在中華民國享有「Michelin」

等註冊商標迄今，指定使用於汽車用充氣輪胎、充氣輪胎之內

胎等商品，並主張註冊人所註冊之系爭網域名稱「michelin. 

com.tw」之主要部分「michelin」與申訴人之商標「Michelin」

相同，且與申訴人之事業名稱「MICHELIN-MICHELIN ＆ 

CIE」之主要文字部分「相同」或「近似」，會使一般網路使用

者誤以為申訴人之網站，而造成混淆。註冊人對於申訴人就

「Michelin」屬於申訴人事業名稱之一部份，並享有商標權，

並不否認，僅以網址並不等於商標為抗辯。 

（2） 按「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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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事業名稱等標識相

同或近似，並因而產生混淆。本要件之成立，雖然涉及相同或

近似之判斷，然而並不能僅以網域名稱與商標或事業名稱為機

械式之比對為已足，尚必須就是否有產生混淆加以判斷。至於

當事人營業項目或商標權指定之商品類別是否相同或類似，雖

然是商標註冊與侵害判斷上之要件，然而並非依本「處理辦法」

處理網域名稱爭議時所應考慮者。 

（3） 就本案而言，註冊人所註冊之網域名稱「michelin.com.tw」之

主要部分「michelin」與申訴人之商標「Michelin」雖然英文字

母有大小寫之別，然而就兩者之整體進行隔離觀察之結果，可

以發現其外觀極為接近，且字母排列順序完全相同，在讀音與

意義上亦均屬相同。此外，「michelin」與申訴人之事業名稱

「MICHELIN-MICHELIN & CIE」主要文字部分相比較，在外

觀、讀音與意義上，亦極為近似。由於註冊人註冊之網域名稱

與申訴人之商標與事業名稱均極為近似，對一般消費者與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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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而言，並無從對其主體性加以分辨，因而會造成混淆，

誤以為該網站為申訴人所設之網站。 

（4） 申訴人之商標或事業名稱是否著名，雖然非屬申訴成立之要

件，然而知名度之高低，對於是否造成混淆之判斷，則有所影

響。通常具有愈高知名度之商標或事業名稱，則他人使用相同

或近似之網域名稱，愈容易產生混淆。申訴人主張其商標經常

出現於國際賽車場合、報章雜誌、廣告，在台灣亦具有相當高

之品牌知名度及市場佔有率，有相關資料為憑，可堪認定。是

以註冊人使用與申訴人相同之商標於網域名稱上，相較於不

具知名度之商標，更容易使人產生混淆。 

（5） 註冊人雖然抗辯網域名稱並不等於商標，意指其雖然註冊網域

名稱，然而與商標並無關係，並不會構成對商標之侵害。惟註

冊網域名稱是否會構成對他人商標權之侵害，並非本爭議處理

機構所處理之範圍，而應由法院依商標法之規定認定判斷之。

本爭議處理機構係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申訴

要件而為處理，至於註冊人之行為是否同時構成對他人商標

權、姓名權等權利之侵害，並非所問。申訴之成立，並不以註

冊人構成商標等權利之侵害為前提。 

（6） 依雙方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其他一切資料，專家小組認定系

爭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近似而產生混淆，合於「處理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7.4. 註冊人就系爭網域名稱有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1） 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認定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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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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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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申訴人主張註冊人之中文事業名稱「泰新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與其英文譯名「Tai-Shin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均與系爭網域名稱「michelin」不相同且毫無關聯，且註

冊人亦未曾以「Michelin」取得任何「商標」、「服務標章」、「證

明標章」或「團體標章」之註冊，並提出向智慧財產局查詢之

資料以資證明。就此，註冊人並不否認，且未能提出反證，證

明其先前即善意使用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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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申訴人主張系爭網域名稱於註冊後，並未使用該網域名稱。就

此，註冊人並不否認，且於答辯書中亦承認由於註冊期間公司

資金不足，使網站無法架設，故徵求合作開發之廠商人云云。

由此可知，註冊人實際上並未曾使用系爭網域名稱，其並不符

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使用該網域名稱，已為

一般大眾所熟知」，以及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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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並無

從被認定為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利或正當利益。 

（4） 除此之外，並無其他事實足以證明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之權

利或正當利益情事。 

7.5. 註冊人是否惡意註冊或使用系爭網域名稱？ 

（1） 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申訴之成立尚必

須註冊人「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稱。只要有「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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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註冊」或「惡意使用」兩種情事之一即可，並不以兩者兼具

為必要（「M&M’s」案，7.5.(2),(3)）。 

（2） 應如何認定註冊人是否有「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

稱之情事，依「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得參酌下列

各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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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述各款情形，均屬認定是否有「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

之參考因素，僅為例示性規定，並不以該項所列之各款情形為

限（「M&M’s」案，7.5.(5)），且如有其中之一種或數種情事，

足以認定註冊人「惡意註冊」或「惡意使用」網域名稱，亦足

該當之，並不以全部具備為必要（參考 UDRP 4b: "Evidence of 

Registration and Use in Bad Faith.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4(a)(iii),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in particular but without 

limitation, if found by the Panel to be present, shall be evidence of 

the registration and use of a domain name in bad faith:(i) 

circumstances indicating that you have registered or you have 

acquired the domain name primarily for the purpose of selling, 

renting, or otherwise transferring the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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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ainant who is the owner of the trademark or service 

mark or to a competitor of that complainant, for valuable 

consideration in excess of your documented out-of-pocket cost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omain name; or(ii) you have registered the 

domain nam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wner of the trademark or 

service mark from reflecting the mark in a corresponding domain 

name, provided that you have engaged in a pattern of such 

conduct; or(iii) you have registered the domain name primarily 

for the purpose of disrupting the business of a competitor; or(iv) 

by using the domain name, you have intentionally attempted to 

attract, for commercial gain, Internet users to your web site or 

other on-line location, by creating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with 

the complainant's mark as to the source, sponsorship, affiliation, 

or endorsement of your web site or location or of a product or 
service on your web site or location."）。由於申訴人對上述第三

款之情形，並未為主張，專家小組無須加以斟酌，僅就上述第

一、二、四款情形加以斟酌。 

（4） 首先就「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一款之規定而言，雖然註

冊人在該網址上登載「本網址歡迎共同合作意者請洽 0929-×

×××××劉小姐 三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等文字，然而

其中「歡迎共同合作」，其意何所指並不清楚，且該數字之意

義如何，是否即為要約之價格，亦不明確，雖然申訴人否認其

為計數器，然而申訴人亦無法進一步提出積極之證據，證明該

數字為要約之價格，或註冊人有其他具體之要約行為，是以尚

難謂註冊人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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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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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次就「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之規定而言，判斷註冊

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是否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註

冊網域名稱為目的，必須依據個案特定客觀事實，以探求註冊

人註冊系爭網域名稱時之主觀意識，以及是否造成妨礙申訴人

以註冊商標為網域名稱，進入網際網路市場之結果（「M&M’s」

案，7.5.(8)）。依據 UDRP 4b(ii)之規定，判斷註冊人註冊系爭

網域名稱，是否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註冊網域名

稱，必須以註冊人有以註冊他人商標為網域名稱之慣行模式為

要件（「M&M’s」案，7.5.(9)）。 

（6） 本案註冊人本身就具有高知名度之「michelin」並無權利或正

當利益，卻以之註冊取得「michelin.com.tw」之網域名稱，並

自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取得註冊迄今均未使用，此為註冊人所不

否認，於客觀上使申訴人無法以其商標與事業名稱「michelin」

作為網域名稱，而妨礙申訴人進入新興電子商務市場。此外，

經專家小組請科法中心要求TWNIC提供註冊人目前註冊網域

名稱情形，發現註冊人所註冊之中英文各種網域名稱數量高達

一百二十三件之多，其中不乏知名之他人商標品牌名稱，顯見

註冊人已經具備註冊他人商標為網域名稱之慣行模式。而且

WIPO Center 專家小組於許多網域名稱爭議案之見解，亦肯認

搶註他人「著名商標」為網域名稱卻未開站使用係「惡意使用系

爭網域名稱」（「M&M’s」案，7.5.(22)）。是以註冊人註冊系爭網

域名稱構成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商標及事業名稱為目的」之情事。 

（7） 再就「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而言，註冊人為

一營利之事業，卻使用他人著名之商標文字與事業名稱取得網

域名稱之註冊，網路使用者於輸入「Michelin」字樣以查詢申

訴人網域名稱時，卻出現註冊人所架設之系爭網域名稱

「michelin.com.tw」使得網路使用者誤以為系爭網域名稱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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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所有，而有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或其他之線

上單位之情事，且若如註冊人所稱其於該網址上所刊載之「三

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為計數器，則其客觀上已經引起混

淆，並有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該網站之情事。 

（8） 由上所述，雖申訴人未能提出充分之證據證明註冊人有「處理

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一款之情形，然而本專家小組認為註冊

人之行為，符合第五條第三項第二、四款之情形，而有惡意註

冊或使用網域名稱之情事。 

7.6. 最後，依雙方所提出之所有證據與說明，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所申

訴之情事，符合「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要件，是以申訴人提

出關於系爭網域名稱之申訴成立。 

8. 決定主文 

專家小組認定申訴人就系爭網域名稱之申訴，合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之規定，故依申訴書中請求之救濟方法，決定將系爭網域名稱移轉於

申訴人。 

 
專家小組：謝銘洋 

決定日期：200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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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 ccTLD 及 gTLD 之爭議處理機構 

1.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http://www.wipo.int/。 

2. Asian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http://www.adndrc.org/。 
3.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http://www.hkiac.org/。 

4.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http://www.adr.org/。 

5. Jap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bitration Center：http://www.ip-adr.gr.jp/。 

6. National Arbitration Forum：http://www.adrforum.com/。 

7. Regional Centre For Arbitration Kuala Lumpur：http://www.rcakl.org.my/。 

8.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and Singapore Mediation Centre： 

http://www. disputemanager.com.sg。 

9. Centre de Médiation et d'Arbitrage de Paris：http://www.mediationetarbitrage.com/。 

10. Nominet：http://www.nominet.org.uk/。 

11. DENIC：http://www.denic.de/domains/dispu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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