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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

——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
使與不公平競爭

周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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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商標權人為了網路行銷的目的，希望將其文字或數字的商標，註冊成為其

網站的網域名稱，以便將多年苦心經營所得的商譽，延續到網路世界中；新興

企業則希望使用民眾熟悉且易記的文字或數字，以便快速打響網站名號，吸引

他人上網瀏覽。

由於網域名稱的註冊制度與相關技術的限制，引發全球域名註冊的爭議不

斷，特定網域名稱的歸屬爭議，應該如何處理解決？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

其目的在於對於當事人的域名爭議，由中立的民間機構，提供一種類似專家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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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有別於行政救濟或司法訴訟的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以便迅速處理系爭註

冊域名使用權的歸屬。

2001-2010年遭〈.tw〉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申訴駁回的案件中，不乏知名的
國內外商標或標章，因與申訴要件不符，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標

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這對於商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

鉅。反之，商標權人的競爭者，搶先註冊他人的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

名稱，攀附他人既有的商譽，在市場上進行不公平競爭。

惟對於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不公

平競爭行為？本文將就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網域名稱註冊之爭議與爭議處理

機制、商標權人處理域名爭議之公平交易法依據、與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的

異同比較，並以2001-2010年〈.tw〉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為研究素材，以各案例
中專家小組所認定之事實，探討商標權人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或第24條，請
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的可行性分析，文末並提出研究

結論。

關鍵詞：網域名稱、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制度、商標權、不公平競爭

壹、前言

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為表彰自己的商品或服務，得以文字、圖形、記

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做為自己的商標，使相關消費者認識

其為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的標識，並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商品或

服務的提供者，並得依據我國商標法之規定，申請註冊商標，於指定之商品或

服務，取得商標權。

商標權人為行銷之目的，得將商標用於商品、服務或其有關之物件或平面

圖像；隨著網路資訊時代的來臨，商標權人亦得將商標用於數位影音、電子媒

體或其他媒介物，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的商標。商標權

人為了網路行銷的目的，更希望將其文字或數字的商標，註冊成為其網站的網

域名稱（domain name），以便將多年苦心經營所得的商譽，延續到網路世界
中；新興企業則希望使用民眾熟悉且易記的文字或數字，以便快速打響網站名

號，吸引他人上網瀏覽。上述二者的目的，皆是希望網路使用者，可以在茫茫

網海、多如星辰的網站中，便利且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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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網域名稱的註冊制度與相關技術的限制，加上不肖「域名蟑螂
1
」的

搶註行為，引發全球域名註冊的爭議不斷，特定網域名稱的歸屬爭議，應該

如何處理解決？不但苦煞了全球網域名稱與號碼分配的國際組織（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簡稱「ICANN2

」），此一新

興法律議題，也讓各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頭痛不已，我國亦無法倖免。

針對國家代碼頂級網域（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s，以下簡稱
「ccTLDs」）為〈.tw〉、〈.台灣〉或〈.台湾〉之域名註冊所生的爭議，法律

性質上屬私權爭議，原本得由當事人透過現存既有之爭議處理途徑，例如：協

商、調解、仲裁或訴訟等方式解決。惟當前的處理機制，主要係依據財團法人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以下簡稱「TWNIC3
」），於2001年3月8日所制訂公布的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
4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實施要點

5
」、「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實施要點補充說明
6
」，由其所認可之國內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以下簡稱「科技法律中心
7
」）、台

1 「域名蟑螂」（cybersquatter），係指註冊人搶先註冊他人著名商標或公司名稱，
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其主要目的並非架設網站提供商品或服務，而是藉由出售、
出租網域名稱或其他方式，自商標權人、原公司或其競爭者，獲取超過該網域名稱
註冊所需費用之利益。

2 參閱http://www.icann.org，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3 TWNIC為一非營利性之財團法人，而非行政機關。交通部電信總局於1999年以電信
公八八字第505188-0號函，正式函請TWNIC辦理財團法人籌備及登記事宜。在交通
部電信總局及中華民國電腦學會的共同捐助下，TWNIC於1999年12月29日，完成
財團法人設立登記相關事宜，「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此正式成立。其主
管機關為交通部，而有關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之監督及輔導，則
隸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其捐助章程規定，TWNIC為我國國家級網路資訊中心
（National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其服務宗旨如下：非以營利為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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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協調全國與國際網際網路組織之間交流與合作，並爭取國際網路資源及國際
合作之機會，協助推展全國各界網際網路應用之普及，以及協調資訊服務之整合、
交換。參閱http://www.twnic.net.tw/about/about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
日。

4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全文，參閱http://www.twnic.net.tw/DN/All_01.
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5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全文，參閱http://www.twnic.net.tw/DN/
All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6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補充說明」全文，參閱http://www.twnic.
net.tw/DN/All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 參閱http://stlc.iii.org.tw，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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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律師公會
8
，組成專家小組，決定系爭註冊域名的取消或移轉。

上述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其目的在於對於當事人的域名爭議，由中立

的民間機構，提供一種類似專家仲裁，有別於行政救濟或司法訴訟的替代性爭

議處理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以便迅速處理系爭註冊域名使
用權的歸屬。該機制自2001年起運作迄今，已進入第十年，截至本文完稿為
止，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總共處理了122件〈.tw〉域名註冊爭議案件。此
機制實施以來，不但有效節省了政府機關為人民處理私權爭議的公共資源，

當事人對於專家小組決定的滿意度也相當高
9
，此種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對

於系爭域名歸屬的爭議處理功不可沒，是我國近年來相當成功的範例之一，

TWNIC特別於2009年11月出版《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10
》一書，以資紀

念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實施十週年。

惟上述機制仍有其制度功能上的限制：一、其僅能暫時性處理系爭註冊域

名使用權的歸屬，決定系爭註冊域名的取消或移轉；二、域名爭議處理機構所

做成的專家小組決定，僅對TWNIC發生拘束力，我國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並
不受該決定之拘束，法院判決結果如與專家小組決定不符，TWNIC必須依據
法院的判決結果，執行系爭域名的註冊，亦即系爭註冊域名使用權的歸屬，司

法機關仍有終局性的決定權；三、對於權利人因系爭域名註冊所生之損害，域

名爭議處理機構並非法院，無權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例如

對於商標權所受侵害，申訴人不得請求域名爭議處理機構，對於系爭域名註冊

人課以損害賠償的民事法律責任。

因此，網域名稱註冊爭議的終局解決及相關法律責任的判定，仍有待法院

的司法判決。對於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

人可以捨棄上述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而向相關主管機關請求行政救濟，例

如依據公平交易法，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或向法院請求司法救

濟，例如依據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對於系爭

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對於專家小組決定結果不滿意的申訴人或註冊

人，亦得向法院起訴，尋求司法救濟。

8 參閱http://www.tba.org.tw，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9 該機制自2001年起運作迄今，截至本文完稿為止，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總共處
理了122件〈.tw〉域名註冊爭議案件，僅有4件因當事人不服專家小組之決定，向法
院提出民事訴訟請求司法救濟。

10 參閱http://www.govbooks.com.tw/viewitem.aspx?prodno=36572，最後瀏覽日2010年11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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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人請求司法救

濟的法律依據，其主要者為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

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侵害商標權？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商標法，

請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此一法律疑義，於2002年5
月28日商標法修正時獲得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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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做為

自己的網域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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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自己網域名稱，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者
11
。

2001-2010年遭〈.tw〉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申訴駁回的案件中，不乏知名的
國內外商標或標章，因與申訴要件不符，以致無法取消註冊人系爭域名的註

冊，或將系爭域名的註冊移轉於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

標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以便將實體世界中，多年苦心經營所得的商

譽，延續到網路世界，這對於商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鉅。反

之，商標權人的競爭者，得以利用網域名稱註冊制度設計上的弱點，搶先註冊

他人的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攀附他人既有的商譽，在市場上進

行不公平競爭，將危害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對於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將造

成不利的影響。

惟對於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不公

平競爭行為？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公平交易法，請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

以相關法律責任，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主管機關相關案例有限，學說並

無定見，司法解釋或法院判決亦不多見。本文將就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網域

名稱註冊之爭議與爭議處理機制、商標權人處理域名爭議之公平交易法依據、

與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的異同比較，並以2001-2010年〈.tw〉網域名稱爭議
案例為研究素材，以各案例中專家小組所認定之事實，探討商標權人依據公平

交易法第20條或第24條，請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的可
行性分析，文末並提出研究結論。

11 參見商標法第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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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

一、全球網域名稱的管理架構與註冊申請

電腦的使用方式，最初多為單機作業，但隨著科技不斷進步，電腦的使用

方式也呈現多元發展，網際網路的利用，已經成為當今電腦最普遍的使用方式

之一，因為網際網路的使用者眾多，為使網路上之電腦得以相互辨識，所以每

一個連上網路的電腦，都有一個網際網路位址（Internet Protercol Address，以
下簡稱「IP位址」），而每一個IP位址，即代表每一個連上網路的電腦。

隨著網際網路商業應用的發展，網路使用者大幅增加，連上網路的電腦數

量激增的結果，IP位址之數量亦直線上升。IP位址係以四個位元組的阿拉伯數
字所組成，例如：〈192.83.162.11〉為TWNIC的IP位址，但對於一般網路使用
者而言，大量出現的IP位址，產生使用上的實際困難。為了方便網路使用者辨
識與記憶，便出現了以「文字」代替「數字」的構想，因而產生網域名稱系統

（Domain Name System），也就是網路使用者只要輸入某網站的網域名稱，網
域名稱系統便會自動提供解析服務，將輸入的網域名稱，自動連接到對應的IP
位址，例如：網路使用者只要輸入TWNIC的網域名稱〈twnic.net.tw〉，網域名
稱系統便會自動提供解析服務，連接對應TWNIC的IP位址〈192.83.162.11〉，
有效解決網路使用者辨識與記憶的困難。

全球網域名稱系統，係依據國際協定，採取「層級式」的管理架構，最高

級為頂級網域（Top Level Domain），可分為屬性型頂級網域（generic top level 
domains，以下簡稱「gTLDs」），例如：〈.com〉、〈.net〉、〈.org〉、
〈.gov〉等；以及ccTLDs，亦即國家或地區別的頂級網域，例如：〈.tw〉、
〈.jp〉、〈.cn〉等。ccTLDs下之第二層網域（Second Level Domain），為屬
性型第二層網域，例如：〈.com.tw〉、〈.net.tw〉、〈.org.tw〉、〈.gov.tw〉
等，或泛用型第二層網域，亦即不加以區分屬性的第二層網域。

ccTLDs下的第三層網域（Third Level Domain）以及gTLDs下的第二層
（Second Level Domain），則為個人使用者、公司企業、團體組織或政府機關
之網域名稱，例如：TWNIC之網域名稱為〈twnic.net.tw〉。既有企業多希望延
用實體世界中，原有的公司或商號名稱，或商品的註冊商標、或服務的服務標

章，註冊成為其網站的網域名稱，以便延續多年苦心經營所獲得的商譽。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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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則希望使用民眾熟悉且易記的文字或數字，以便快速打響網站名號，吸引

他人上網瀏覽。上述二者的目的，皆是希望網路使用者可以在茫茫網海多如星

辰的網站中，便利且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網站，產生與他人之企業名稱、商品商

標或服務標章相同或近似的網域名稱爭議，便是發生在ccTLDs下泛用型域名的
第二層網域，屬性型域名的第三層網域，以及gTLDs下的第二層網域。

ICANN係當前管理全球IP位址及網域名稱的國際組織，該組織同時也
是gTLDs網域名稱的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包括〈.aero〉、〈.biz〉、
〈 .ca t〉、〈 .com〉、〈 .coop〉、〈 . info〉、〈 . jobs〉、〈 .mobi〉、
〈.museum〉、〈.name〉、〈.net〉、〈.org〉、〈.pro〉、〈.travel〉等，
ICANN並授權全球各地的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代理ICANN提
供上述網域名稱註冊服務，受理申請人申請註冊上述網域名稱。

二、〈.tw〉網域名稱的管理架構與註冊申請

ccTLDs的IP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相關事務，則由ICANN認可之各國
家或地區的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負責，例如：TWNIC係ICANN認可之註冊
管理機構，負責〈.tw〉、〈.台灣〉或〈.台湾〉的IP位址及網域名稱之註冊管
理。我國電信法於2002年7月10日增定第20條之一第七項規定：「從事電信網
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事項，由電信總局辦理之；

其監督及輔導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同法增定第20條之一第八項：「從
事前項業務者，應為非營利法人組織。」此次修法，確立了TWNIC成立的法
源依據。

依據電信法上述規範之內容可知，交通部電信總局對於IP位址與網域名稱
註冊管理所扮演的角色，係進行監督與輔導的行政指導單位，並非行使公權力

的機關
12
。該局依據上述法律授權，訂定發布「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

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並於2003年2月11日實施，上述辦法中明定網域
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係指TWNIC取得交通部電信總局備查及國際組織認可，
負責管理〈.tw〉、〈.台灣〉或〈.台湾〉之ccTLDs，並供網域名稱系統正常運
作及相關註冊管理之服務事項。

TWNIC雖然遲至2002年7月10日才取得域名註冊管理的法源依據，卻早
在2000年5月1日起，便開始對外提供實驗性質的域名註冊服務。依據TWNIC

12 http://www.twnic.net.tw/about/about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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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3年4月4日所制訂公布的「註冊業務管理規章」，TWNIC受理申請人申
請註冊ccTLDs為〈.tw〉的域名註冊，目前受理註冊的域名種類包括：。一、
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例如：〈.com.tw〉、〈.net.tw〉、〈.org.tw〉、〈.idv.
tw〉、〈game.tw〉、〈ebiz.tw〉、〈club.tw〉等網域名稱；二、屬性型中文
網域名稱，例如：〈.商業.tw〉、〈.網路.tw〉、〈.組織.tw〉等網域名稱；
三、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例如：〈abc.tw〉等網域名稱；四、泛用型中文網
域名稱，例如：〈甲乙丙.tw〉等網域名稱；五、並自2010年10月14日起，開放
受理〈.台灣〉及〈.台湾〉頂級中文網域名稱的註冊

13
。TWNIC目前並授權多

家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14
，代理TWNIC提供上述英文及中文網

域名稱的註冊服務，受理申請人申請註冊網域名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2006年2月22日成立，上述原由交通部電信總局所
主管之「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相關業務，

依據行政院會議決議移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管，而TWNIC之法人業務主
管機關，仍維持交通部。

依據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現行〈.tw〉網域名稱的註冊，必須
由申請人向TWNIC所授權的任何一家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提出英文或中
文各類型域名的註冊申請，除若干保留字外，採取「先申請、先發給」（First 
come, first served）原則15

，所申請的網域名稱，只要未經他人註冊在先，便可

以利用網路於線上填具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
16
，依據TWNIC公告之申請條件提

出申請
17
。受理註冊機構確認申請人已完成相關註冊、繳交管理費，並以電子

郵件（E-mail）通知申請人啟用之時間點，完成特定網域名稱的註冊，域名註
冊人與TWNIC發生私法上的契約關係，取得特定網域名稱的專屬使用權18

。

13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5條規定。
14 目前TWNIC授權辦理域名註冊之國內機構共有七家，分別是：協志聯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http://reg.tisnet.net.tw、亞太線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http://rs.apol.com.tw、中
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http://nweb.hinet.net、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
net-chinese.com.tw、網路家庭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http://myname.pchome.com.tw、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http://rs.seed.net.tw、台灣大電訊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http://
www.ttn.net.tw，參閱http://www.twnic.net.tw/about/about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
11月10日。

15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10條規定。
16 參閱http://www.twnic.net.tw/dn/dn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17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6條規定。
18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1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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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域名稱註冊之爭議與爭議處理機制

一、網域名稱註冊爭議之發生

網域名稱註冊爭議之發生，主要有其註冊制度上的原因，技術限制上的原

因、以及註冊目的上的原因。就其註冊制度上的原因而言，網域名稱申請人於

申請域名註冊時，應填具真實、完整且正確之資料，惟不論ICANN、TWNIC
或各國家、地區的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皆係民間組織，欠缺
域名申請人相關資格的查證管道，因此除於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提出書面文

件進行審查外，原則上不負責查證申請人所填具資料的真偽，如因域名申請人

提供不實資料，致生任何糾紛或法律責任者，將由域名申請人自行負責
19
。

上述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基於域名註冊的時效性要求，
對於域名申請條件原則上不採取「實質審查」，也就是不負責查證申請人所填

具資料的真偽？也不負責審查其所申請註冊的網域名稱，是否與他人之企業名

稱、商品商標或服務標章相同或近似？也不負責查證申請人是否以任何不正當

的目的，申請註冊特定網域名稱？只要沒有相同的網域名稱註冊在先，申請

人即可單純因為申請時間在先，優先註冊取得特定網域名稱之專屬使用權，此

「先申請、先發給」（First come, first served）的原則，便是網域名稱註冊與他
人權益間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其技術限制上的原因而言，目前除了國際多語化網域名稱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簡稱「IDN」）之架構外20
，網域名稱註冊仍

以英文為主，但有其可使用字元之技術限制，即必須以26個英文字母、阿拉伯
數字0-9及標點符號“－＂（hyphen）或“_＂（underscore）組合而成，此外尚
有網域名稱保留字規定

21
或其他網域名稱註冊之限制

22
，因此好記、簡單、有意

19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6條、第8條規定。
20 所謂IDN，係指ICANN網路工程任務組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依據

RFC-349所制定公告，以便適用英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做為網域名稱的註冊。請參
閱http://xn--fiq228c.tw/definition/definition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21 TWNIC網域名稱服務組，泛用型中、英文網域名稱保留字之概況，Newsletter 
No.2000-4，第20頁。

22 有關中文網域名稱保留字之原則，請參照http://www.twnic.net.tw/file/20010104data/
ind.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並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10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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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且具商業價值之組合有限，僧多粥少的情形下，也是網域名稱註冊與他人權

益間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其註冊目的上的原因而言，包括註冊人以「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之

情形，以及註冊人以各種「不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之情形，都可能造成網

域名稱註冊與他人權益間產生爭議。就註冊人以「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之

情形而言，例如：大同電器公司與大同瓷器公司，其業務種類雖然不同，但是

二家公司名稱之英文字母組合卻相同，二家公司均欲註冊〈tatung.com.tw〉為
其網域名稱；又例如：A公司在台灣擁有註冊商標「abc」，B公司在美國擁有
註冊商標「abc」，二家公司均欲註冊〈abc.com.tw〉為其網域名稱。上述二案
例中，註冊人均係以「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卻因此發生網域名稱註冊與

他人權益間之爭議。

就註冊人以各種「不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之情形而言，例如：刻意搶

先註冊他人的著名商標或標章做為域名，以便待價而沽的「網路蟑螂」行徑；

亦有註冊人註冊域名之目的，係為妨礙競爭者的商業活動，或以妨礙他人使用

其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註冊成為其網域名稱為目的。此外，亦有註冊

人為了營利之目的，註冊與他人之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相同或近似的

網域名稱，以便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的網站。

二、〈.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

ICANN為處理註冊人以「正當目的」或「不正當目的」，註冊各種gTLDs
網域名稱所生之爭議，依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IPO」）23

之研究報告建議，採用替代性爭議處理

機制，於1999年8月26日制訂公布「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以下簡稱「UDRP」）24

及其實施辦法

（Rules of UDRP），並認可四家中立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UDRP Service 
Provider）25

，依據上述規定，以符合公平、專業及迅速之方式，處理他人註冊

商標遭註冊人註冊為網域名稱之爭議案件
26
。

23 參閱http://wipo.int，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24 ICANN UDRP全文，參閱http://www.icann.org/udrp/udrp-policy-24oct99.htm，最後瀏
覽日2010年11月10日。

25 ICANN所認可的四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包括：1. 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2. 
美國國家仲裁協會、3. 亞洲網域名稱爭議處理中心、4. 捷克仲裁法院。

26 周天等著，網路法律高手，頁22-23，書泉出版社，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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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個域名爭議處理機構中，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27

，擁有許多處理跨國爭議事件的專家，其對於智慧財

產權的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受到世界各國廣泛的認可。s該中心自1999年12
月1日起，被ICANN認可成為gTLDs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之一，其歷史最
為攸久，該中心迄今受理的域名爭議案件數量最多，是全球最重要的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機構，其專家小組決定的意見內容，也往往成為各國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機構重要的參考文獻。

TWNIC為因應〈 .tw〉域名註冊所引發之爭議，參酌ICANN所公佈之
UDRP及Rules of UDRP，以及〈.jp〉、〈.cn〉等ccTLDs頂級網域的域名爭議
處理機制，亦採用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於2001年3月8日制定公布「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辦法」、「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辦法實施要點補充說明」，並於2001年3月29日認可二家中立的民間機構，成
為〈.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以便針對域名註冊申訴案件，組成專家小
組，依據上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補充說明及其各自的處理附則，決定系爭

註冊域名的取消或移轉。

其中，科技法律中心，係以研究高科技產業相關的法制環境為其主要任

務，並長期擔任政府相關單位的法制幕僚，擁有國內電子商務與智慧財產權法

律領域的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專家團體，該中心擔任〈.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機構

28
，制訂公布「資訊工業策進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則

29
」，自2001年起迄

今已有10年的歷史，截至本文完稿為止，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案件已達百
件，佔爭議案件總額的九成以上

30
，為國內最主要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該中心透過專家小組決定所累積的實務見解，代表國內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專家

們，對於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案件的寶貴意見。
此外，台北律師公會，則是目前我國律師會員最多的律師公會，凡是在台

北地方法院、板橋地方法院、士林地方法院登錄的律師，都可以申請加入成為

27 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參閱http://arbiter.wipo.int/domains/decisions/
html/2000/d2000-1415.html，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28 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2/bulletin-005.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
10日。

29 資訊工業策進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則，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law/law-01.
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30 該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bulletin-010.
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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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會員。台北律師公會，向來積極投入公益活動與社會改革運動，對於憲政、

司法、人權、環保、消費者保護等社會公共事務，均熱心參與。該公會為處理

〈.tw〉域名爭議案件，制訂公布「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
則

31
」，自2001年起，截至本文完稿為止，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案件共22

件
32
。

上述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為民間法律專業組織，其與域名爭議當事人

之關係，為中立的第三者；其與TWNIC之間，亦互無隸屬關係，TWNIC在爭
議處理程序中，除了應爭議處理機構的要求，提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有關

的資料外，TWNIC並不以任何方式參與爭議處理程序，且TWNIC除了執行爭
議處理機構專家小組的決定外，並不對爭議處理結果負任何責任。

域名爭議處理機構專家小組所做成之決定，一、僅能暫時性處理系爭網域

名稱使用權的歸屬，依據申訴人的請求，決定系爭域名的取消或移轉，亦即

取消註冊人系爭域名的註冊，或將系爭域名之註冊移轉於申訴人，二者擇一

為限；二、域名爭議處理機構所做成的專家小組決定，僅對TWNIC發生拘束
力，我國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並不受該決定之拘束，法院判決結果如與專家小

組決定不符，TWNIC必須依據法院的判決結果，執行註冊域名的歸屬，亦即
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的歸屬，司法機關仍有終局性的決定權；三、對於權利人

因域名註冊所生之損害，域名爭議處理機構並非法院，無法要求註冊人負擔相

關法律責任，例如對於商標權人因此所受的損害，申訴人無法請求域名爭議處

理機構，對於域名註冊人課以損害賠償的民事法律責任。

〈.tw〉網域名稱爭議案件的處理，除了必須符合TWNIC上述處理辦法、
實施要點、補充說明及域名爭議處理機構各自的處理附則，所規定的程序要件

外，亦必須符合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的實體要件。依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

法」第5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訴人得以註冊人註冊之系爭域名具有下列情事為
由，依據該辦法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33
：

31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則，參閱http: / /www.tba.org. tw/
domainname.asp?id=52&class=51&classname=相關法規，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
日。

32 該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瀏覽日
2010年11月10日。

33 所列三款要件均應全部成立，始得將系爭域名取消或移轉於申訴人。〈.tw〉域名爭
議處理機制實施後，第一件申訴案件STLC2001-001號〈m-ms.com.tw〉案專家小組
決定，即確立上述見解，其後所有申訴案件之專家小組決定，亦加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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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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34
或正當利益

35
。

3.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網域名稱爭議，其法律性質屬私權爭議，故域名爭議處理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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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應依據上述處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就所規定申訴要件
存在之事實，負擔主張責任與舉證責任。

申訴人對註冊人就系爭域名「無權利或正當利益」之主張，僅須釋明便完

成舉證責任，其後將由註冊人就系爭域名「有權利或正當利益」，負擔舉證責

任。依據上述處理辦法第5條第二項之規定，專家小組在認定時，得考慮以下
幾點因素，但不以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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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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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申訴人應負擔主張責任與舉證責

任，依據上述處理辦法第5條第三項之規定，專家小組在認定時，得考慮以下
幾點因素，但不以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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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權利」是指法律上所承認的權利，如商標權、姓名權、商號名稱專用權或公司名
稱專用權等。

35 「正當利益」的存在與否，須就個案事實加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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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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商標權人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之公平交易法依據

對於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不公平

競爭行為？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公平交易法，請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

院，對於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主管機關

相關案例有限，學說並無定見，司法解釋或法院判決亦不多見。

〈.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自2001年起運作迄今，已進入第十年，截
至本文完稿為止，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總共處理了122件〈.tw〉域名註冊
爭議案件，其中專家小組決定取消或移轉域名的案件共有102件，決定申訴駁
回的案件共有20件，包括科技法律中心16件36

，台北律師公會4件37
。上述遭域

名爭議處理機構申訴駁回的案件中，不乏知名的國內外商標或標章，因與申訴

要件不符，以致無法取消註冊人系爭域名的註冊，或將系爭域名的註冊移轉於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標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

以便將實體世界中，多年苦心經營所獲得的商譽，延續到網路世界，這對於商

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鉅。

針對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不公平

競爭行為？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公平交易法，請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

院，對於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以下乃以2001-2010年〈.tw〉網域名

36 包括：STLC2001-002號〈boss.com.tw〉、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
STLC2001-004號〈cesar.com.tw〉、STLC2005-001號〈foto.com.tw〉、STLC2001-
009號〈autento.com.tw〉、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STLC2003-
006號〈snoopyshop.idv.tw〉、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tw〉、STLC2004-
002號〈wintel.com.tw〉、STLC2004-004號〈littelfuse.com.tw〉、STLC2005-005
號〈conqueror.com.tw〉、STLC2006-003號〈eversun.com.tw〉、STLC2008-001
號〈amazon.tw〉、STLC2008-003號〈www.jcbrake.com.tw〉、STLC2008-011號
〈aerosat.com.tw〉、STLC2008-013號〈tbc.com.tw〉。

37 包括：97年網爭字第006號〈vacuum.com.tw〉、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idge.
org.tw〉、97年網爭字第012號〈cambridge.com.tw〉、99年網爭字第001號
〈vornad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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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爭議案例中，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為研究素材，就各案例中專家小組所認
定之事實，探討商標權人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38

或第24條39
，請求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或法院，對於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的可行性分析，文末並

提出研究結論。

一、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相關案例探討

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相
較，除了前者具有法規範的效力為後者所無外，兩者規範目的與構成要件有

所異同，2001-2010年〈.tw〉網域名稱爭議案例中，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
就各案例中專家小組所認定之事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情形，茲分析如
下：

（一）域名爭議處理機制與法律救濟制度的競合

域名註冊人註冊他人表徵，例如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

權人可以直接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40
，

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或利

用TWNIC域名爭議處理機制，請求爭議處理機構取消或移轉系爭域名，對於

38 公平交易法第20條：「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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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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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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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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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處字第○三六號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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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組決定結果不滿意的申訴人或註冊人，尚可再向法院起訴，尋求司法救

濟，2001-2010年〈.tw〉域名爭議案例中，對於專家小組決定結果不滿意的申
訴人或註冊人，再向法院起訴尋求司法救濟的案例共有4件41

。

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中，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標章，註冊
為自己的網域名稱，以便將實體世界中，多年苦心經營所獲得的商譽，延續到

網路世界，這對於商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鉅。對於專家小組

決定結果不滿意的商標權人，尚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向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提出檢舉，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

法律責任，但是必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的立法目的與構成要
件，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42

一案，即為著例。

STLC2001-003號〈deca th lon .com. tw〉一案中，申訴人主張擁有
「DECATHLON」之商標專用權，系爭域名中之〈decathlon〉與申訴人之註冊
商標「DECATHLON」近似造成混淆。本案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於1997年10月
28日已經完成系爭域名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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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域名爭議前，已使用該網域名

稱。且註冊人所有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

務、虛擬主機等網路服務，其並於1999年9月16日註冊取得「迪卡龍」服務標
章，指定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線服務，以英文「Decathlon」，做為註冊標
章「迪卡龍」之音譯，尚屬合理。註冊人營業項目之內容與實際之經營方式，

與申訴人經營運動器材之製造、銷售等無涉，更無混淆、誤導消費者之情事，

認定註冊人係善意使用系爭域名，不符合「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之要件，因而決定申訴駁回。

該案申訴人，亦即「DECATHLON」註冊商標之商標專用權人，對於專家
小組決定結果不滿意，因而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提起
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該院認為商標

權人之「DECATHLON」註冊商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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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之來源，故屬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
「相關事業所普遍認知之表徵」，被告就其營業提供商品或服務，使用類似之

41 分別是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STLC2001-005號〈skii.com.tw〉、
STLC2002-005號〈bosch.com.tw〉、STLC2007-016號〈youtube.tw〉。

42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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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decathlon.com.tw〉，足與商標權人之商品或服務產生混淆，商標權
人依公平交易法第20條及第30條43

規定請求排除其侵害，即無不合，因而判命

系爭域名註冊人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DECATHLON」之字樣，做為其英文
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TWNIC辦理註銷〈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
之註冊

44
。系爭域名註冊人不服該院判決提起上訴，該案經台灣高等法院駁回

上訴確定
45
。

惟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與他人商品
混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該條所稱「混

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誤認誤信而言
46
。亦即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因

為上述仿冒行為，產生認知錯誤，無法正確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真正提供者，而

誤將仿冒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錯認為是表徵所有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是否構成「混淆」的結果？必須根據個案事實加以認定，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具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其注意力之高低。（二）商品或

服務之特性、差異化、價格等對注意力之影響。（三）表徵之知名度、企業規

模及企業形象等。（四）表徵是否具有獨特之創意
47
。

以商標為例，仿冒行為人與商標權人在市場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特性

愈相近、差異化愈小，甚至兩者間具有「競爭」關係
48
，亦即兩者在相同的市

場上，提供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容易產生認知錯誤，

無法正確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真正提供者，而誤將仿冒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錯認為是商標權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decathlon.com.tw〉一案，上述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判決，容有未恰之
處。系爭域名註冊人所有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

子商務、虛擬主機等網路服務，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線服務，其內容與實

際之經營方式，與商標權人經營運動器材之製造、銷售等無涉，更無混淆、誤

43 公平交易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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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四三七○號民事判決。
45 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年度上易字第四五三號民事判決。
46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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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六、（名詞釋義五）。
47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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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一、判斷混淆之考量因素。
48 所謂「競爭」，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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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公平交易法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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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消費者之情事，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應有不合。
（二）檢舉人或原告須為表徵權利人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是他人的「表徵」。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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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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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也就是表現於

外在的特徵，能夠產生與某個特定主體或特定來源相聯繫的功能，並與其他主

體或其他來源，產生區別的作用。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稱之表徵，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而言︰（一）文字、
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特別顯著，足以使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據以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誌，並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

辨別。（二）文字、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本身未

特別顯著，然因相當時間之使用，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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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下列各款為本法第20條所稱之表徵，例示如下︰（一）

姓名。（二）商號或公司名稱。（三）商標。（四）標章。（五）經特殊設

計，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六）原不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

裝、外觀，因長期間繼續使用，取得次要意義者
51
。下列各款，不具表彰商品

或來源之功能，非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稱之表徵︰（一）商品慣用之形狀、容
器、包裝。（二）商品普通之說明文字、內容或顏色。（三）具實用或技術機

能之功能性形狀。（四）商品之內部構造。（五）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
52
。

由此可知，表徵包括「主體的表徵」及「商品或服務的表徵」。主體的表徵，

包括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等；商品或服務的表徵，包括商品的商標、服

49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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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四、（名詞釋義三）。

50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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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七、判斷表徵之考量因素。

51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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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八、表徵之例示。

52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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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九、不得為表徵之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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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標章、商品特有的容器、包裝、外觀而具有識別力或次要意義者。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必須是申訴人的「標識」

（Identifier）。所謂「標識」，包括申訴人的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
其他標識

53
。網域名稱係以文字為表現方式，與商品的容器、包裝、外觀等性

質不同，故除上述性質不同的表徵外，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與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兩者原則上一致。

97年網爭字第006號〈vacuum.com.tw〉54
一案中，申訴人所主張的「Hot-

Vac」註冊商標，經查並非申訴人之註冊商標，申訴人當然不得據以主張商標
專用權。該案申訴人既無商標權，即非表徵權利人，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
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不符，無法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請求救濟。

STLC2005-001號〈foto.com.tw〉55
一案中，申訴人主張系爭域名中之

〈foto〉，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FOTO FAST」相同。申訴人所提供之商標註
冊證，明確載明「圖樣中之『彩色FOTO FAST』不在專用之內」，故申訴人顯
然並未留意其商標權之範圍，並不及於「FOTO FAST」之部分，且「FOTO」
具有一般常用字之性質，申訴人並未舉證說明其就「FOTO」的部分，因具有
次要意義，或有其他足資證明「FOTO」在台灣地區消費者印象中，即指申訴
人，故申訴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利範圍不及於系爭域名中之〈foto〉。該案
「FOTO」之文字，並未特別顯著，亦未因相當時間之使用，足使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認知，將之與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聯想，並非申訴人之表徵，與公平交

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不符，將無法依據公平交易法
第20條請求救濟。

STLC2008-003號〈jcbrake.com.tw〉56
一案中，申訴人主張系爭域名中之

〈jcbrake〉，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J.C. BRAKE嘉晟及圖」之特取部分相
同。惟申訴人「J.C. BRAKE嘉晟及圖」之商標註冊證，明確記載商標圖樣中

53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申訴人得以註冊人註冊之系爭域名
具有下列情事為由，依據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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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55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56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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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KE」不在專用之內。「BRAKE」一般通用字義即為煞車，不得就所
指定之商品取得商標專用權，否則將限制其他同業使用「BRAKE」字樣。
「J.C.」應為「嘉」、「晟」之英文縮寫，故申訴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利範
圍不及於系爭域名中之〈jcbrake〉。該案申訴人針對「jcbrake」，並非表徵權
利人，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不符，將無法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請求救濟。

99年網爭字第001號〈vornado.com.tw〉57
一案中，「VORNADO」註冊商

標，為美商佛那多空氣循環系統公司所有，申訴人提出授權書證明，係商標權

人在台灣地區之獨家代理經銷商，惟該案專家小組依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

法」第5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因申訴人並非「VORNADO」註冊商標之商
標權人，而決定申訴駁回。

惟該案專家小組所採的嚴格解釋，並非定見。該案申訴人雖非商標權「所

有人」，但其為台灣地區之獨家代理經銷商，如果具有該註冊商標在台使用的

專屬授權，並已依據商標法第33條第二項規定，向商標專責機關完成登記，即
發生對抗第三人之效力

58
，應屬申訴人適格。該案申訴人針對「VORNADO」

之文字，雖非商標權人，卻係該商標的被授權人，有權使用且實際使用為其商

品的表徵，確屬表徵權利人，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相
符，如果該當其他構成要件，應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請求救濟。
（三）表徵須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為申訴人的標識，以申訴人的商標為

例，並未要求必須達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或「著名商標」的程

度，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是「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的他人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始成為保護的客體，兩者有所不

同。該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係指與該商品或服務有可能發生銷售、

57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58 商標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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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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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等交易關係者而言
59
。該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指具

有相當知名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多數所周知
60
。亦即事業的表徵，必須在

特定消費族群或某個社會階層的認知中，具有高度的知名度，始符合普遍認知

的程度。

事業的表徵，是否達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程度？必須由

表徵所有人加以舉證，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院根據個案事實加以認

定，實務上認定的考量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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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之考

量事項，應參照其他相關事項綜合審酌之
61
。

STLC2001-002號〈boss.com.tw〉62
一案中，申訴人擁有註冊商標「ＢＯＳ

Ｓ」之專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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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

9 7年網爭字第 0 1 1號〈 c a m b r i d g e . o r g . t w〉 6 3
、 9 7年網爭字第

0 1 2號〈 c a m b r i d g e . c o m . t w〉 6 4
二案中，申訴人於台灣擁有註冊商標

59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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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二、（名詞釋義一）。

60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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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三、（名詞釋義二）。

61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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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判斷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考量因素。

62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63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64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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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並於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世界各國陸續註冊相
關商標，依據申訴人所提營運狀態及商標使用情形等相關證據，以及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商標異議審定書之內容，認定該註冊商標所表彰之信譽「業已廣為相

關業者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達著名之程度」，認定申訴人之註冊商標已臻著

名。

上述三案中的系爭商標，曾經商標專責機關認定為「著名商標」，將構成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
STLC2003-001〈taipei101.com.tw〉65

一案中，申訴人為「TAIPEI 101」系
列註冊商標專用權人，雖主張其註冊之「TAIPEI 101」為著名標章，但並未提
出經濟部認定該標章為「著名標章」之文件，且其所提出之剪報資料，尚不足

認定該標章已符合經濟部公布之「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所稱之「著名標

章」。惟查一般網路使用者於不知特定網域名稱之情形下，常以公司名稱之特

取部分或商標之文字部分，猜測可能之網域名稱，以便進入該公司網站。故本

案申訴人縱未能證明「Taipei 101」為著名標章，然其既有以「Taipei 101」對
外宣傳該公司之事實，並經媒體報導，即可能造成一般網路使用者，以為系爭

網域名稱，即為申訴人之網域名稱，進而有產生與註冊人網站混淆之虞，符合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上述案中的系爭商標，雖然未曾經

商標專責機關認定為「著名商標」，但如在一般網路使用者的認知中，具有高

度的知名度，亦可能成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

STLC2008-011號〈aerosat.com.tw〉66
一案中，為了解申訴人之註冊商標是

否著名？專家小組以「aerosat」為關鍵字，於google搜尋引擎中進行搜尋後，
發現於各著名拍賣網站，例如：PC home網路家庭、露天拍賣，及論壇討論
區，例如：mobile01中，消費者所搜尋與討論之對象，均為系爭域名使用人岳
璉公司所銷售之產品，而非申訴人所生產與銷售之產品，顯見申訴人之註冊商

標，在消費者之主觀認知上並非著名。網路上的消費族群，已成為當前電子商

務時代特定的消費族群，本案系爭商標在網路消費族群的認知中，是否具有高

度的知名度，已經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四）系爭域名須相同或類似於他人表徵

65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66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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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必須是未經表徵權利人同意，而有
「相同或類似」於他人表徵的使用行為。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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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審酌表徵是否相同或類似之

使用，應本客觀事實，依下列原則判斷之︰（一）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施以普通注意之原則。（二）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分原則。

（三）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
68
。是否構成「相同或類似」？以商標為例，依

據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份原則，兩者異時異地加以隔離觀察，雖與系爭商標

不完全相同，但如與系爭商標之主要文字部分，讀音與外觀皆極為近似，縱有

些許差異，對一般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消費者而言，如施以普通之注意有造成

混同誤認之虞，即構成「類似」；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的搶註行為，必須是

未經標識所有人同意，而有「相同或近似」於他人標識的域名註冊行為。是否

構成「相同或近似」？必須由申訴人加以舉證，由專家小組根據個案事實加以

認定，在目前實務上所採取的判斷原則，以申訴人的商標為例，與公平交易法

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的判斷標準，兩者原則上相同。
9 7年網爭字第 0 1 1號〈 c a m b r i d g e . o r g . t w〉 6 9

、 9 7年網爭字第
0 1 2號〈 c a m b r i d g e . c o m . t w〉 7 0

二案中，申訴人於我國擁有註冊商標

「C A M B R I D G E」，系爭域名之〈 c a m b r i d g e〉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
「CAMBRIDGE」，依整體觀察與隔離觀察之結果，在外觀、觀念或讀音上皆
可認為相同，其字體大小寫之不同，並不影響兩文字近似程度之判斷。

S T L C 2 0 0 3 - 0 0 6號〈 s n o o p y s h o p . i d v. t w〉 7 1
一案中，系爭域名之

〈snoopyshop〉，是否相同或近似於申訴人之註冊商標「SNOOPY」？按商標
法認定是否「相同或近似」，只要在外觀、觀念或讀音有一近似者，即為近

67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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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五、（名詞釋義四）。

68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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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二、判斷原則。

69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0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1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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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就主要部分隔離觀察，辨別是否足以引起混同或誤認之虞，即使附屬部分

有異別之外觀，只要就主要部分隔離觀察，足以引起混同或誤認之虞，仍得構

成外觀近似，且字數是否相同，亦非唯一或主要之考量因素。職是，本案系爭

域名之〈snoopyshop〉，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SNOOPY」字數相較，一為10
個英文字母，另一為6個英文字母，二者字數雖然不相同，但比較二者之主要
部份，皆為「SNOOPY」，就外觀上而言，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確有足使一般
消費者大眾，及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網路使用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tw〉72
一案中，系爭域名之〈hertzcar〉，

是否相同或近似於申訴人之註冊商標？本案專家小組認為，若比較系爭域名之

〈hertzcar〉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HERT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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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者僅在於系爭域名附加通用名稱「car」。鑑於系爭域名之網站所提供的服
務，與申訴人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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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C2004-002號〈wintel.com.tw〉73

一案中，系爭域名之〈wintel〉，是
否相同或近似於申訴人之註冊商標「INTEL」，二者在讀音上確有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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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軟公司作業軟體之電腦，即「WINDOWS + INTEL」，自1996年起，各媒體
即以「WINTEL」代表申訴人與微軟公司軟硬體之組合，故註冊人之系爭域名
更易造成混淆；雖然系爭域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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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系爭域名既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近似，易造成混淆，

故仍應認為符合混淆性近似（confusingly similar）。
（五）必須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的搶註行為，必須是「系爭域名與申訴人之標

識」，因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至於系爭域名註冊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與申訴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會因此產生混淆？則非所問。STLC2004-

72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3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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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號〈wintel.com.tw〉74
一案中，雖然系爭域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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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系爭域名之〈wintel〉，既與申訴
人之註冊商標「INTEL」近似，易造成混淆，故專家小組仍認為符合混淆性近
似（confusingly similar）。

惟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與他人商品
混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該條所稱「混

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誤認誤信而言
75
。亦即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因

為上述仿冒行為，產生認知錯誤，無法正確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真正提供者，而

誤將仿冒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錯認為是表徵所有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是否構成「混淆」的結果？必須根據個案事實加以認定，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具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其注意力之高低。（二）商品或

服務之特性、差異化、價格等對注意力之影響。（三）表徵之知名度、企業規

模及企業形象等。（四）表徵是否具有獨特之創意
76
。

以商標為例，仿冒行為人與商標權人在市場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特

性愈相近、差異化愈小，甚至兩者間具有「競爭」關係
77
，亦即兩者在相同的

市場上，提供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容易產生認知錯

誤，無法正確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真正提供者，而誤將仿冒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

務，錯認為是商標權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
tw〉78

一案中，專家小組認為系爭域名註冊人網站所提供的服務，與申訴人註

冊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均屬「車輛租用及出租服務」範疇，因此認為構成混

淆性近似（confusingly similar）。
STLC2001-002號〈boss.com.tw〉79

一案中，系爭域名註冊人之博仕網，為

74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5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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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六、（名詞釋義五）。

76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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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一、判斷混淆之考量因素。

77 所謂「競爭」，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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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公平交易法第4條。

78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9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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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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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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

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處，專家小組認為系爭域名之〈boss〉與申訴人之商標
「BOSS」，雖然近似，但彼此營業項目不同，對網路使用者不會產生「商品
混淆誤認」的結果。

STLC2008-011號〈aerosat.com.tw〉80
一案中，專家小組認為申訴人之註冊

商標與系爭域名之〈aerosat〉，在外觀、讀音與意義上完全相同，然而是否造
成消費者判斷上之混淆，尚須考慮申訴人之註冊商標是否著名？蓋註冊商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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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註

冊域名，愈容易產生混淆。專家小組以「aerosat」為關鍵字上網搜尋，發現於
各著名拍賣網站中，消費者所搜尋與討論之對象，均為系爭域名使用人岳璉公

司所銷售之產品，而非申訴人所生產或銷售之產品。顯見申訴人之註冊商標，

在消費者之主觀認知上並非「著名」，因此系爭域名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縱然

相同，亦未能引起消費者判斷上之混淆。

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 idge .org . tw〉 81
、97年網爭字第012號

〈cambridge.com.tw〉82
二案中，專家小組亦持相同見解。該案系爭域名之

〈cambridge〉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CAMBRIDGE」，兩者文字近似，且申訴
人之註冊商標具有高度知名度，如使用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相較於不具知

名度之商標或事業名稱，更易使人產生混淆；此外，系爭域名網站所提供的服

務，與申訴人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均屬「英語檢測服務」的範疇，「致

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

惟以普遍使用方法，使用依公司法登記之公司名稱，若無積極行為與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營業混淆者，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

80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1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2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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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83
。STLC2008-013號〈tbc.com.tw〉84

一案中，申訴人公司於1999年9月4日設
立時，註冊人公司早已於1996年7月26日以「Taiwan Best Company」英文公司
名稱，從事國際貿易，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出進口廠商登記卡可稽，「TBC」
為「Taiwan Best Company」之簡稱，註冊人公司於2003年4月5日申請以公司簡
稱「TBC」註冊系爭域名；且申訴人為電信服務事業，註冊人則從事進出口貿
易業，兩者商業領域不同，無積極行為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

營業混淆者，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定。
STLC2001-004號〈cesar.com.tw〉85

一案中，系爭域名使用人林嘉賢之護

照，多年來一直使用CESAR LIN為其英文別名，經查CESAR為常見之英文男
子名字，而以自己英文名字之全部或一部，申請註冊網域名稱，在實務上應屬

正常之事；況且註冊人上和電訊公司申請註冊系爭域名，主要係為協助域名使

用人林嘉賢經營「希瑟國際旅遊聯誼會」網站，與申訴人商標權之營業範圍為

狗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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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

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定。
（六）表徵權利人與系爭域名的使用人須均屬事業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的規範目的，在於禁止「事業」間使用仿冒的手段，從
事不公平競爭行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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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的規範目的，在於禁止「申請人」間域名的

搶註行為，以處理系爭域名使用權的歸屬，依據申訴人的請求，決定取消註冊

人系爭域名的註冊，或將系爭域名之註冊移轉於申訴人。

表徵權利人，例如商標權人，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主張系爭域名的使
用人使用系爭域名，係以仿冒商標的手段，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首先，商標

權人與系爭域名的使用人，必須皆屬於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對象。公平交易法

規範的對象為「事業」，包括下列四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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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

83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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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四。

84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5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6 公平交易法第2條：「本法所稱事業如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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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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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人如依據域名爭議處理機制，提出申訴的對象，應為系爭域名的註

冊人；商標權人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以仿冒
商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事業。惟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以仿冒商標從事不公平競

爭的事業，二者並非全然一致，遭專家小組決定申訴駁回的案例中，不乏系爭

域名的註冊人與使用人，為二個不同法律主體的情形。商標權人如依據公平交

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
交易之系爭域名的使用人；系爭域名的註冊人，如果並未真正使用系爭域名架

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便不屬於依據公平交易法20條，得提
起法律救濟的對象。STLC2008-001號〈amazon.tw〉87

一案中，系爭域名註冊人

並無真正使用系爭域名之事實，單純以註冊人註冊系爭域名，並非實際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事業，不屬於依據公平交易法20條，得提起法律救濟的對
象。

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88
一案中，系爭域名之網站，係以提

供上網者關於台北及國內外都會、城市之旅遊及觀光等資訊報導，以及站主個

人心得等資訊之交流，未見有收取費用或其他獲得商業利益之情形，並非實際

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事業，便不屬於依據公平交易法20條，得提起法律
救濟的對象。

STLC2003-006號〈snoopyshop.idv.tw〉89
一案中，申訴人主張擁有

「SNOOPY」之商標專用權，系爭域名中之〈snoopyshop〉與申訴人之註冊商
標「SNOOPY」混淆近似。本件系爭域名註冊人雖為李巾帵個人，但真正使

用人卻為祐安精品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司英文名稱為SNP KING BOUTIQUE 
CO. LTD.，兩者就系爭域名均無權利或正當利益，然其網頁上販售有關
「SNOOPY」漫畫之平行輸入商品，藉以獲取商業利益，係為營利之目的，意
圖與申訴人之商標產生混淆，致使一般消費者欲購買「SNOOPY」商品，會因
此連結該網站，達到使網路使用者瀏覽該網站之目的。本案專家小組認定申訴

人之申訴，符合「網域名稱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要件。惟因本案申訴

人為公司，而系爭域名屬〈idv.tw〉個人網域，申訴人請求救濟方法為「請求

87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8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9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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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註冊之網域名稱」，依〈idv.tw〉屬性型域名之申請條件為個人，TWNIC
無法執行移轉〈idv.tw〉屬性型域名註冊於公司，因而決定申訴駁回。
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以仿冒商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事業，二者並非全然一

致，本案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使用人，為二個不同的法律主體，且註冊人李巾

帵個人並非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的事業。本案商標權人如依據公平

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
事交易的系爭域名使用人祐安公司，而非系爭域名註冊人李巾帵個人。

S T L C 2 0 0 8 - 0 11號〈 a e r o s a t . c o m . t w〉 9 0
一案中，申訴人主張擁有

「AEROSAT」之商標專用權，系爭域名中之〈aerosat〉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
「AEROSAT」混淆近似。系爭域名註冊人伸昌電腦有限公司，以代客註冊網
域名稱為營業項目，該公司註冊系爭域名後，並未使用以銷售商品或提供服

務，而係提供第三人岳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岳璉公司英文名稱為Aerosat 
Technology Limited，用以銷售車用衛星導航等產品。代客註冊網域名稱既非法
律所禁止，則註冊人受第三人委託，註冊系爭域名，並收取相關費用之行為，

即不得認為係非法註冊域名，而取得商業上之不正利益。本案專家小組認定本

案註冊人對於系爭域名，具有權利或正當利益，因此決定申訴駁回。

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以仿冒商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事業，二者並非全然一

致，本案系爭域名之註冊人與使用人，為二個不同的法律主體，註冊人伸昌公

司註冊系爭域名後，並未實際使用系爭域名，以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從事交

易，並非公平交易法第20條適用之對象。本案商標權人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
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實際使用系爭域名，以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從

事交易的事業，亦即系爭域名的使用人岳璉公司，而非系爭域名的註冊人伸昌

公司。

（七）小結

綜上所述，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就其專家小組所認定之個案事實，依
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構成要件，加以分析如下：

1. STLC2005-001號〈foto.com.tw〉、STLC2008-003號〈jcbrake.com.
tw〉、97年網爭字第006號〈vacuum.com.tw〉，檢舉人或原告均非表徵權利
人，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

2. STLC2001-009號〈autento.com.tw〉、STLC2004-004號〈littelfuse.com.

90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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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STLC2005-005號〈conqueror.com.tw〉、STLC2006-003號〈eversun.com.
tw〉、STLC2008-011號〈aerosat.com.tw〉、STLC2008-013號〈tbc.com.tw〉、
99年網爭字第001號〈vornado.com.tw〉，系爭表徵均未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

3. STLC2001-002號〈boss.com.tw〉、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
tw〉、STLC2001-004號〈cesar.com.tw〉、STLC2004-002號〈wintel.com.
tw〉，並未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
律救濟。

4. 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STLC2008-001號〈amazon.
tw〉，系爭域名註冊人並非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事業，不得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對之提起法律救濟。

5. 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tw〉、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idge.
org.tw〉、97年網爭字第012號〈cambridge.com.tw〉，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
之規範目的與構成要件，得以向系爭域名註冊人，提起法律救濟；STLC2003-
006號〈snoopyshop.idv.tw〉一案，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
對象，應為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的系爭域名使用人，而非

系爭域名註冊人。

二、公平交易法第24條與相關案例探討

針對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依據個案事實如

果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仿冒行為，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4條
禁止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規定，請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院，對於域

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以下乃以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中，不符合公平
交易法第20條構成要件之案例，做為為研究素材，探討公平交易法第24條就相
關案例之適用。

（一）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第24條規定之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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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條為一概括性規定，為使其適用

具體化與明確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

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91
」。為確定本條之適用範圍，應以「足以影

91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
24日修正）之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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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提，先檢視「限制競爭」之規範（獨占、結合、聯合

行為及垂直限制競爭），再行檢視「不公平競爭」規範（如商業仿冒、不實廣

告、營業誹謗）是否未窮盡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而容有適用本條之餘地
92
。

適用本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

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

已涵蓋殆盡，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

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

的問題，而無由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反之，如該個別條文規定，不

能為該違法行為之評價規範者，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
93
。

本條所稱「交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

競爭倫理之交易行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賴

以維繫之交易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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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

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

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

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一個別非經常

性之交易糾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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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規定。

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

易」。其常見之具體內涵，例如：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原則上應考量下列因

素：

1. 遭攀附或高度抄襲之標的，應係該事業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
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而被系爭行為所榨取；

2. 其攀附或抄襲之結果，應有使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
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之效果等。

92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
24日修正）之二、（公平交易法第24條適用之基本精神）。

93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
24日修正）之四、（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款規定之區隔適用）。

94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
24日修正）之五、（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考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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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倘其所採行手段，可非難性甚高（如完全一致之抄襲）者，縱非屬前述

二因素之情形，仍有違法之虞，應依個案實際情形，綜合判斷之。其常見行為

態樣有：(1)攀附他人商譽：判斷是否為本條所保護之商譽，應考量該品牌是否
於市場上具有相當之知名度，且市場上之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會產生一定品質之

聯想。(2)高度抄襲：判斷高度抄襲，應綜合考量①該項抄襲是否達「完全一
致」或「高度近似」之程度；②抄襲人所付出之努力成本，與因而取得之競爭

優勢或利益之關聯性及相當性；及③遭抄襲之標的於市場競爭上之獨特性及占

有狀態。(3)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95
。

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

之情事，於未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得以違反本法第24條
規定處理之

96
。2001-2010年〈.tw〉網域名稱爭議案例中，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

例中，不乏知名的國內外註冊商標或標章，系爭域名的註冊於未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20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如果構成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
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得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處
理之。

（二）系爭註冊域名須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

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止攀附他人商譽之客體，必須構成「著名之商品或服
務表徵」，始成為保護的客體；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構成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他人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始成

為保護的客體，兩者在實務上的判斷，原則上相同。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止攀
附他人商譽之客體，必須是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商標或標章，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多數所周知
97
，在特定消費族群或某個社會階層的認知中，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始符合普遍認知的程度。

商標或標章，是否達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程度？必須由

權利人加以舉證，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院根據個案事實加以認定，實

務上認定的考量因素，應綜合審酌下列事項︰（一）商品或服務之廣告量、

（二）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上之行銷時間、（三）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銷售量、

95 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24
日修正）之七、（判斷顯失公平應考量事項）。

96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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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六、（本法第20條與第24條規定之適用原則）。

97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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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三、（名詞釋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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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占有率、（五）商品或服務是否經媒體廣泛報導、

（六）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及口碑、（七）商品或服務具有科學性、公正性及客

觀性之市場調查資料、（八）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前述之考量事項，應參照

其他相關事項綜合審酌之
98
。

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註冊網域名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89年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一案99

，即其適例。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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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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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6年
度之營業收入，即高達新台幣三百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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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認知之營業表徵，應無疑義，被

處分人代表江君到會說明時，辯稱其並不知道「carrefour」為檢舉人所使用之
服務標章，核不可採。

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中，其中STLC2001-002號〈boss.com.tw〉、
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STLC2001-004號〈cesar.com.tw〉、
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STLC2003-006號〈snoopyshop.idv.
tw〉、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tw〉、STLC2004-002號〈wintel.com.
tw〉、STLC2008-001號〈amazon.tw〉、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idge.org.
tw〉、97年網爭字第012號〈cambridge.com.tw〉，應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
標章，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要件。

（三）必須並未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與他人商品混
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適用公平交易法

第24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
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

蓋殆盡，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定已

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

題，而無由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

98 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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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判斷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考量因素。

99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處字第○三六號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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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的案例中，其中
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STLC2008-001號〈amazon.tw〉二案，
系爭域名註冊人並非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事業，因為不適用公平

交易法，故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對之提起法律救濟。

此外，其中STLC2003-006號〈snoopyshop.idv.tw〉、STLC2004-001號
〈hertzcar.com.tw〉、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idge.org.tw〉、97年網爭字第
012號〈cambridge.com.tw〉四案，因為構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必須優先
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定，因而排除公平交易法第24條適用之餘地。
（四）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或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24條的規範目的，在於禁止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行為；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的規範目的，在於禁止各種惡意的域名註

冊行為。上述惡意的域名註冊行為，包括積極攀附他人商譽或其他各種不正當

目的的域名註冊行為，如果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便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
積極攀附他人商譽的行為，例如：系爭域名註冊人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

申訴人之商標、標章產生混淆，進而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系爭域名註

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位址。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系爭域名註冊人「惡

意」註冊或使用系爭域名，以各種「不正當之目的」註冊或使用系爭域名，包

括1. 註冊人註冊或取得系爭域名之主要目的是藉由出售、出租系爭域名，或以
其他方式，自申訴人或其競爭者獲取超過系爭域名註冊所需相關費用之利益。

2. 註冊人註冊系爭域名，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商標或標章，註冊網域名稱為
目的。3. 註冊人註冊系爭域名之主要目的，係為妨礙競爭者之商業活動。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89年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一案100

中，被處

分人奕昕公司為一專業電腦公司，其公司名稱為「奕昕」，公司英文名稱

為「CREAT SUN」，皆與「carrefour」無關。被處分人註冊〈carrefour.com.
tw〉系爭域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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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服務標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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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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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
條之規定，遭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100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處字第○三六號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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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處分案單驥委員在其不同意見書中，認為本案本質上不屬於「積極攀

附」他人商譽之情事，本案被檢舉人雖以〈carrefour〉註冊系爭域名，然其尚
未提供網頁供一般人查詢，亦尚未以「carrefour」之名稱，販賣其相關之電腦
軟硬體商品，故就商品或服務提供而言，並未造成檢舉人任何可資證明之具體

損害。蓋因被檢舉人尚無任何商品或服務，係以「carrefour」之名義販售，並
無任何不當「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行為，故認為被檢舉人所為系爭域名之註

冊，並未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的案例中，其中
STLC2001-002號〈boss.com.tw〉101

一案中，申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註冊人註

冊系爭域名，主觀上具有阻止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做為網域名稱的意圖；

本案客觀上有妨礙申訴人註冊系爭域名之事實，乃因註冊人已先行以合法正當

之方式，註冊系爭域名的結果，此乃網域名稱註冊具有排他性的制度使然，並

不足以據此認定註冊人從事「惡意」或「不正當目的」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故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註冊系爭域名，非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商標註冊網

域名稱為目的。申訴人雖主張其註冊商標為著名商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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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其正當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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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102
一案中，系爭域名註冊人所有之

「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乃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等網路服

務，並於1999年註冊取得「迪卡龍」服務標章，指定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
線服務，以「Decathlon」做為服務標章「迪卡龍」之英文音譯，尚屬合理。
申訴人主張系爭域名註冊人「彰紀公司」與「彰榮公司」為關係企業，前者之

負責人XXX與後者之負責人YYY間，疑具有夫妻或親戚等關係，後者刻意安
排前者以「彰紀公司」之名義，申請註冊系爭域名，藉以避免因「彰榮公司」

之前與申訴人間之代工關係，削弱其取得系爭域名之正當性等。然依申訴人所

101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102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08

提證據，未能證明上述二公司在公司資本、股東或人事上，有何重疊交錯之事

實，遂認定二者為關係企業，似未免過遽。註冊人之營業項目內容與實際經營

方式，確實與申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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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論斷註冊人惡意註冊及使用系爭域名，是為了攀附

申訴人之商譽。

STLC2001-004號〈cesar.com.tw〉103
一案中，專家小組認為著名商標之認

定，與系爭域名註冊人是否攀附申訴人之商譽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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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域名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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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認定「CESAR」
為一著名商標。然著名商標依其實際情形，在實質效力上仍可能有強弱之別。

依據本案申訴人所提出之各國商標權證明文件，僅能證明「CESAR」在與動
物飼料相關之產品上為著名商標，完全不飼養寵物犬之民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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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
影響層面容有不同。專家小組依職權進行商標檢索，發現除申訴人外，尚有第

三人在其他商品或服務類別，獲有「CESAR」之註冊商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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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註冊商標於其他類別之商品。申訴人如何證明

「CESAR」之註冊商標，必然屬於申訴人，進而認為註冊人註冊及使用系爭域
名，有攀附申訴人商譽之意圖或惡意？況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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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C2004-002號〈wintel.com.tw〉104
一案中，系爭域名註冊人贏代爾公

司，成立於民國85年，於民國86年即已註冊系爭域名，經營「贏代爾財經
網」，其服務對象係針對一般投資人及公司法人，提供免費股市投資之產經新

聞及產業投資動態之新聞資訊服務，與申訴人之商品或服務，不致產生公眾混

淆誤認。註冊人係以「使用網路的投資贏家（winner’s interlan）」之英文複合
名詞〈wintel〉註冊系爭域名，註冊人並於民國89年取得註冊之「贏代爾」服
務標章，專家小組認為爭議處理機構，於民國93年通知系爭域名之爭議前，

103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104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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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人早已善意使用該網域名稱，而對外提供服務。向各大搜尋網站進行查

詢，除均可獲得註冊人相關資料外，其中YAHOO奇摩網站更搜尋達到7,056筆
資料，只要係財經相關網站或連結，均會列入「贏代爾財經網」，由此可知，

註冊人使用系爭域名，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之情形，並無積極攀附著名商標商

譽，或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

（五）小結

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的案例中，就其專
家小組所認定之個案事實，亦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
件，而無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之適用。

伍、結論

2001-2010年遭〈.tw〉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申訴駁回的案件中，不乏知名的
國內外商標或標章，因與申訴要件不符，以致無法取消註冊人系爭域名的註

冊，或將系爭域名的註冊移轉於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

標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以便將實體世界中，多年苦心經營所得的商

譽，延續到網路世界，這對於商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鉅。反

之，商標權人的競爭者，得以利用網域名稱註冊制度設計上的弱點，搶先註冊

他人的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攀附他人既有的商譽，在市場上進

行不公平競爭，將危害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對於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將造

成不利的影響。

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人除了可以

依據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提出申訴外，商標權人請求法律救濟的依
據，其主要者為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

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侵害商標權？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商標法，請求法院對於

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此一法律疑義，於2002年5月28日商標法
修正時獲得解決。

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人亦可以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
法律責任，尋求司法救濟，但是必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的立
法目的與構成要件。

一、原告須為商標權利人。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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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表徵」。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必須是申訴人的「標

識」。網域名稱係以文字或數字做為表現方式，除性質不同的表徵外，公平交

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與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兩者原則
上一致。原告須為商標權人，雖非商標權人，如係該商標的專屬被授權人，有

權使用且實際使用為其商品的表徵，亦屬商標權利人；商標權之專用範圍，始

構成商品或服務的表徵，商標專用範圍如果不及於系爭註冊域名，則系爭域名

的註冊不構成仿冒表徵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與
構成要件不符，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請求救濟。
二、商標須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

的客體，為申訴人的標識，以申訴人的商標為例，並未要求必須達到「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或「著名商標」的程度，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
冒的客體，必須是「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他人表徵，或「外國著

名商標」，始成為保護的客體，兩者有所不同。網路上的消費族群，已成為當

前電子商務時代特定的消費族群，系爭商標在網路消費族群的認知中，是否具

有高度的知名度，已經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縱然未曾經商標專責機關或

法院認定為「著名商標」，但如在一般網路使用者的認知中，具有高度的知名

度，亦可能成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

三、系爭註冊域名須與商標相同或類似。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
為，必須是未經表徵權利人同意，而有「相同或類似」於他人表徵的使用行

為；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的搶註行為，必須是未經標識所有人同意，而有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標識的域名註冊行為。是否構成「相同或近似」？在目

前實務上所採取的判斷原則，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的判斷標準，
兩者原則上相同。

四、必須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的搶註行

為，必須是「系爭域名與申訴人之標識」，因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具有愈

高知名度之商標，相同或近似的註冊域名，愈容易產生混淆。至於系爭域名註

冊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申訴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會因此產生混

淆？則非所問。惟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
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系

爭域名註冊人或使用人，其與商標權人在市場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特性愈

相近、差異化愈小，甚至兩者間具有競爭關係，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可能性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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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標權人與系爭域名的使用人須均屬事業。公平交易法第20條的規範
目的，在於禁止「事業」間使用仿冒的手段，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系爭域名

的使用人，必須是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如未實際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易，則不適用公平交易法；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的規範目的，在於禁

止「申請人」間域名的搶註行為，則無上述的限制。其次，商標權人如依據域

名爭議處理機制，提出申訴的對象，應為系爭域名的註冊人；商標權人如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以仿冒商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
事業。當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使用人，為二個不同的法律主體，商標權人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交易之系爭域名的使用人；系爭域名的註冊人，如果並未真正使用系

爭域名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便不屬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
適用的對象。

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人亦可以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4條，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
法律責任，尋求司法救濟，但是必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止欺罔或顯失公
平行為的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

一、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第24條規定之適用原則。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
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

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

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定已窮盡規範

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

由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反之，如該個別條文規定，不能為該違法行

為之評價規範者，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系爭域名的註冊，於未該

當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如果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品或服務之
表徵，雖尚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得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處理之。
二、系爭註冊域名須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

止攀附他人商譽之客體，必須構成「著名商品或服務之表徵」，始成為保護的

客體；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構成「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的他人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始成為保護的客體，兩者在實務

上的判斷，原則上相同。

三、必須並未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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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

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
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如因仿冒

行為已構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則必須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
定，因而排除公平交易法第24條適用之餘地，必須並未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
結果，始得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
四、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或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積極攀附他人商譽的行

為，例如：系爭域名註冊人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產生混

淆，進而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系爭域名註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位

址。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系爭域名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系爭域

名，以各種「不正當之目的」註冊或使用系爭域名，包括1. 註冊人註冊或取得
系爭域名之主要目的是藉由出售、出租系爭域名，或以其他方式，自申訴人或

其競爭者獲取超過系爭域名註冊所需相關費用之利益。2. 註冊人註冊系爭域
名，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商標或標章，註冊網域名稱為目的。3. 註冊人註冊
系爭域名之主要目的，係為妨礙競爭者之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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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goods or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trademark holders in 
the real world would like to register their trademarks or service marks as the domain 
names for their websites, so that the goodwill of their marks can be extended to the 
cyberspace. Start-up companies would like to use simple and meaningful numbers 
or letters for their domain names to make their websites user-friendly and easily 
accessibe to internet users.

Due to restraints of registration policie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legal disputes 
arise globally as to who should own a particular domain name when claimed by 
different parties. The purpose of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is to provide, other 
than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remedies,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like arbitration to 
settle efficiently the issue of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by using a neutral resolution 
service provider. 

Among the parties who have filed domain name complaints but lost their cases 
from 2001 to 2010 in Taiwan, many of them are well-known trademark holders. As 
a result, these trademark owners have suffered significantly by not being able to 
prevent their competitors to use their famous marks in registration of domain names. 
Consequently, their competitors have since engaged in unfair competition with them 
in the cyberspace by taking adventage of the goodwill of their famous marks. 

A legal issue arises as to whether registration of a domain name which is 
identical or confusingly similar to a competitor’s famous mark constitute unfair 
competition under the Fair Trade Law in Taiwan. Using the cases mentioned above,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meaning of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the issues of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and their solution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alternative resolutions and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solutions, and how  
Articles 20 and 24 of the Taiwanese Fair Trade Law should be applied properly in 
resolution of the issue of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Keywords： domain name,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trademark, service mark,  
unfai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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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李憲佐（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兼任副教授）

本文報告人周所長雖然以二十五分鐘極短暫有限的時間簡要而且精采的講

解網域名稱註冊與商標權人行使權利產生爭議的情形，但已使我們更加瞭解到

下列情形：

一、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與全球網域名稱的管理架構及註冊申請情形。

二、其次是對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處理之機制，並舉出許多案例，讓我們得

以更加瞭解其內容。

三、商標權利人對網域名稱爭議與公平法第二○條規定及公平會補充規定

處理原則，就目前國內二家處理機構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與台北律師

公會，在最近十年來所發生及處理案例，針對前開規定提出許多案例說明，非

常難得。

四、本文不但對公平法第二○條與第二十四條及公平會補充規定之處理原

則，提供許多精闢的見解及執法的方向，也可讓一般人更瞭解公平法第二○條

規定的意義及目的。

五、其中也對迪卡龍（decathlon.com.tw）註冊商標仿冒案有關專案小組處
理及台北地方法院與台灣高等法院之判決駁回上訴案見解，作很詳細分析，其

見解令人敬佩。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6


	et0011-01-書名頁
	et0011-02-目錄
	et0011-03-研討會議程
	et0011-04-開幕式
	et0011-1
	et0011-2
	et0011-3
	et0011-4
	et0011-5
	et0011-6
	et0011-7
	et0011-8
	et0011-a1閉幕式
	et0011-a2附錄
	et0011-a3版權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