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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簡介 

一、 計畫背景 

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在 2012 年第一輪開放 New gTLD 之後，ICANN 社群針對第一回合開放後之

相關社群意見，已進行第二回合開放之政策發展研析，並於 110 年 1 月 18 日遞交新通用頂級

域名申請政策（New gTLD Subsequent Procedures PDP，簡稱 SubPro）結案報告予 GNSO 理事

會，理事會於同年 2 月 18 日通過此報告並上呈董事會。TWNIC 為目前國內唯一統籌頂級網域

名稱 （Top Level Domain，TLD）註冊的非營利組織，基於積極研究全球網路治理相關議題之

必要性，去年度針對政府與企業以 new gTLD 作為數位品牌識別需求缺口進行初步調查，收集

整理各利害關係人對 new gTLD 申請的態度、意願、期待、以及所需之協助項目。 

 

110 年度將持續辦理我國產業數位品牌整備度及產業數位品牌需求調查外，並將進一

步蒐集與整理國際 new gTLD 相關趨勢與案例，透過本計畫專屬網站傳遞 new gTLD 有關資訊，

提高國內社群對 new gTLD 趨勢、經營模式、申請流程、相關技術與相關資源等事項之認知與

理解。經由公開徵求第三方單位進行調查與資料整理，提供我國網路社群參考，同時針對未

來 ICANN 正式開放第二輪 new gTLD 申請前，以具體與客觀之產出意見，提供我國 new gTLD

申請人具體資源與建議。 

 

二、 計畫需求 

進行 110 年度我國品牌企業的數位品牌整備度調查，應包含.tw 與非.tw 域名以及企業

採行對外識別之域名選擇考量，除量化數據調查外，亦應適時規劃以訪談方式進行。此外，

並針對以下議題進行國際資料蒐集與分析，做為我國社群能評估是否提出 new gTLD 申請的參

考，並整備未來本中心作為我國 new gTLD 申請人輔助者角色可提供的各項資源： 

 

(1) 全球新頂級域名的發展趨勢 

(2) 申請流程及經費 

(3) 運作新頂級域名之前後台技術 

(4) 域名與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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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名國際新頂級域名運用最佳實務案例分析 

(6) 國際 registry/registrar 經營模式分析 

(7) 整合.tw 與 new gTLD 全球品牌經營之分析 

 

提供完整研究報告及蒐集與分析之數據與資料，並轉換為視覺化內容作為可供國內潛

在 new gTLD 申請企業 / 組織參考與評估之素材，並更新於本計畫專屬網站

（https://www.gtld.tw）。 

 
  

https://www.gtl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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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成果 

一、 110 年度臺灣數位品牌整備度調查 

(一) 調查方法說明 

1. 建立品牌清單與主要聯繫人 

本項工作首先定義本次研究的主體。除中華徵信所公佈最近一期（2020 年）我國上

市公司的百大企業營收企業外，今年度的調查並加入經濟部工業局台灣品牌耀飛計畫

（Branding Taiwan）的台灣最佳國際品牌企業名單以及其推薦之品牌業者作為研究主體。

為能理解不同產業之間的差異，額外增加有關產業別標示。 

 

此外，團隊預判多數國營公共事業股份制公司與國營金控/銀行之網域名稱註冊數量

應該不多，但也為求真實體現該品牌註冊狀況（不論是否由該企業註冊），均保留在清

單內。 本清單排除了 20 多個單位，排除標準包含：政府基金相關組織（如勞保局）、外

資在台企業（如好市多 Costco、法商家樂福），或是多次嘗試仍無法從官網或 WHOIS 訊

息取得聯繫的企業。經過前述之整理篩選後，再納入國內三家純網銀 (Rakuten Bank， Line 

Bank， Next Bank 等)業者。完整調查對象清單如下： 

 

 2021 年度數位品牌調查清單 

Line Bank Next Bank  Rakuten Bank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 

上銀科技 大立光電 大潤發流通事業 中租迪和 

中國人壽保險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中國鋼鐵 

中華航空 中華郵政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 中華電信 

中鼎集團 中龍鋼鐵 仁寶電腦工業 元大人壽保險 

元大金融控股 友訊科技 友達光電 太平洋崇光百貨 

文曄科技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 王品集團 世平興業 

可成科技 台北大眾捷運 台塑石化 台新金融控股 

台達電子工業 台灣人壽保險 台灣大哥大 台灣中油 

台灣水泥 台灣高速鐵路 台灣電力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巨大機械工業 正崴精密工業 正新橡膠 玉山金融控股 

玉山商業銀行 兆豐金融控股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光寶科技 

全家便利商店 全國電子 全球人壽保險 全聯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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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金融控股 合勤科技 克麗緹娜 宏碁 

宏達國際 技嘉科技 佳世達科技 和泰汽車 

和碩聯合科技 奇美實業 旺旺集團 東南旅行社 

東森得易購 欣興電子 矽品精密工業 金門酒廠實業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長春石油化學 長榮航空 南山人壽保險 

南亞科技 南亞塑膠工業 威剛科技 研華科技 

美利達工業 美食達人(85 度Ｃ) 英華達 英業達 

茂宣企業 桃園國際機場 特力集團 益登科技 

神腦國際企業 訊連科技 啟碁科技 國泰人壽保險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國泰金融控股 國瑞汽車 康師傅控股 

第一金融控股 康是美 統一超商 創見資訊 

喬山健康科技 富邦人壽保險 富邦金融控股 富邦媒體科技 

智邦科技 華新麗華 華碩電腦 萊爾富國際 

陽明海運 雄獅旅行社 黑松 微星科技 

微風廣場實業 新光人壽保險 新光三越百貨 新光金融控股 

新竹物流 新普科技 群創光電 萬海航運 

遊戲橘子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 臺銀人壽保險 臺灣化學纖維 

臺灣金融控股 臺灣菸酒 臺灣塑膠工業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 

遠傳電信 廣達電腦 緯創資通 燦坤實業 

聯合報 聯強國際 聯發科技 聯華電子 

聯詠科技 趨勢科技 w 鴻海精密工業 鴻準精密工業 

寶雅國際    

 

在調查清單確認後，團隊將各公司官方網站製表列出，並以人工方式判斷該公司網

站上是否有高度相關且具有相同顯著性的官方品牌。  例如鴻海公司（Honhai， 

www.honhai.com）與富士康（Foxconn， www.foxconn.com）會一併列在鴻海公司下進行

數據挖掘和訪談。 

 

針對所有官方網站聯繫人的查找，團隊主要透過網域名稱 WHOIS 查詢，或透過相關

的 .tw 或公司其他 gTLD ， 或調閱 WHOIS 歷史訊息進行查找判斷。許多企業亦需要透過撥

打公司總機尋找有關企業品牌或公關行銷部門聯絡人資料，相關聯繫資訊獲得後，即發

送本計畫之線上問卷（參照附件 1）。今年度的問卷一共有 19 個問題，以單選與複選為

主要發問方式，並利用 Google Form 形式製作並發送。 

 

http://www.honhai.com/
http://www.foxco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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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數據方式 (CheckDomain，WHOIS) 及規則 

每家企業依照主網站網域名稱註冊之 domain label，定義為 Brand1 核心品牌詞，另

外依照相關品牌，定義 Brand2、Brand3 等關聯品牌詞。每個企業的品牌組合詞至多列出

三個，例如:華碩電腦會加入 ROG 品牌詞。 此外，Brand1 另外延伸出 ExtendedBrand1、 

ExtendedBrand2 兩詞。此類延伸字為中文品牌詞或品牌組合字或。例如廣達電腦

（Quanta, www.quanta.com）會加入 QuantaComputer ; Acer 則會加入如「宏碁」延伸詞，

方便查核國際化域名（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IDN）註冊情形。 

 

接下來將企業品牌主詞與品牌延伸詞，利用執行團隊的數據資源與查詢技術進行查

核。在執行所需網域名稱註冊狀況以及 WHOIS 查詢之前，首先針對共計 969 個可供查詢

的 gTLD 與 ccTLD 註冊接口進行排查，包括 14 個 gTLDs (asia / name / mobi / info / xxx / travel 

/ tel / jobs / aero / pro / org / com / net / biz / museum 等)，598 個 New gTLDs，以及 357 個

可供註冊之 ccTLDs 二級或三級域名。然後再將各企業之主要品牌及次要品牌詞的域名字

串（domain label）， 將字串與 969 類頂級域名 (TLD) 加以組合，向各個域名註冊管理機構

進行查詢。 

 

接下來將定義名單內各企業之主要品牌及次要品牌詞的 domain label 與 969 個頂級

域名加以組合後，一共完成向各個 Registry 進行 234,727 次的成功查詢，並對查詢結果進

行了至少兩輪的隨機核驗，查詢總表樣本請見參照附件 2，查詢結果如下表。 

 各類型 DOMAIN LABLE 完成查詢次數 

Domain Lable 類別 查詢次數 

Brand1 129,712 

Brand2 74,536 

Brand3 26,136 

ExtendedBrand1 3,100 

ExtendedBrand2 1,243 

 

CheckDomain 之查詢結果獲得 14,208 個已註冊網域名稱。雖然各個註冊管理局對已

註冊域名的查詢回覆，大多為「domain name unavailable」，但仍有少部分回覆時多次 

time-out，此部分就不列入已註冊的紀錄；當註冊管理局接口回應為「Reserved Word」或

相似說明文字，則列入已註冊網域。對於已註冊網域名稱，系統會查找並獲得相對應之

WHOIS訊息: Registrant Name、Country、Registrar Name、NS紀錄等訊息。在所有的WHOIS

查詢中： 

http://www.quan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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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IS 查詢次數 

Domain Lable 類別 查詢次數 

Brand1 8,675 

Brand2 4,247 

Brand3 900 

ExtendedBrand1 348 

ExtendedBrand2 38 

 

本計畫使用之數據來源如下 : ICANN 公佈之 Centralized Zone Files (CZDS) 與

Verisign .COM / .NET Zone Files；WHOISXMLAPI WHOIS 和 ccTLD 數據 ；以及本團隊自建部署

於 AWS 上的 Proprietary Crawler 對各項網域名稱註冊與 WHOIS 數據進行驗證。 

(二) 數據調查結果 

以下所有數據調查結果在解讀上，應注意所有查詢品牌詞名稱由本計畫團隊設定（參

照附件 1-2  Domain Lable 與 TLD 查詢總表），這些品牌詞可能由企業自行註冊，也可能是遭他

人善意或惡意之註冊 。 

 

1. 調查企業 domain label 註冊情形 

團隊將所有以調查企業之 domain label 註冊的域名（亦即不區分域名是由企業自行

註冊或由他人註冊）進行了排名 ，詳如下表。 

  

 調查企業品牌常用頂級域分類排名 

Rank All TLD New gTLD Geo TLD IDN TLD 

1 com.tw & tw 网址 asia 网址 

2 com xyz tokyo 中国 

3 cn app taipei 台灣 

4 net accountant cat 公司 

5 com.cn online nyc 在线 

6 org faith moscow 移动 

7 ru vip lat 网络 

8 de shop amsterdam 商标 

9 co site berlin 香港 

10 网址 tech okinawa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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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註冊域名以 gTLD、ccTLD（再細分不同區域別）、New gTLD、GeoTLD、IDNTLD

等進一步分類，對應之註冊量如下表。 

 調查企業使用頂級域名種類 

類型 數量 

gTLD（通用頂級域名） 903 

New gTLD（新頂級域名） 5,831 

ccTLD-APAC（亞太國碼頂級域名） 3,136 

ccTLD-EU（歐洲國碼頂級域名） 2,689 

ccTLD-LatAm（拉美國碼頂級域名） 695 

ccTLD-Africa（非洲國碼頂級域名） 511 

ccTLD-NA（北美國碼頂級域名） 311 

IDN TLD（國際國碼頂級域名） 342 

Geo / City TLD（地理/城市頂級域名） 301 

 

以下為各註冊域名之長尾圖，紅線為註冊數量之累加。由此表可發現， 域名數量累

加至總量 50%，大致為 969 類 TLD 的前 10%， 表示品牌註冊集中品牌選擇域名時集中註冊

在此前段區間(註冊量第一至約第七十名)，而排名在此之後的域名則落入長尾區間，並不

是一般企業較常關注的類別。 

 

 

圖1. TLD 長尾圖 

 



 

8 

各品牌註冊數量可參照附件1-3。表內雖由數量多至少順序來展示，但因為不一定是

企業自行註冊的域名，如中鋼有品牌詞 CSC，中華郵政有品牌詞 POST，字符短或為通用

詞，容易為其他國內外企業或個人註冊，所以不另外公布排名，以免造成讀者混淆。 

 

2. 調查企業品牌詞註冊率 

由以上資訊 (234,727 次查詢 ; 14,208 個已註冊域名)，可知我國企業品牌詞在各類頂

級域的註冊率為 6.05%。較去年的報告增加了約 1%。除總體註冊率外， 將各品牌詞別與

相關查詢次數分開計量則得出以下表格。 

 品牌詞在各類頂級域內註冊比率 

 
Brand 1 Brand 2 Brand 3 

Extended 
Brand 1 

Extended 
Brand 2 

CheckDomain 129712 74536 26136 3100 1243 

Unavailable 8675 4247 900 348 38 

Ratio 6.69% 5.70% 3.44% 11.23% 3.06% 

            

Unavailable-TW&COM.TW 190 72 24 37 2 

CheckDomain-TW&COM.TW 268 154 54 124 13 

Ratio 70.90% 46.75% 44.44% 29.84% 15.38% 

            

Unavailable-COM 127 59 23 64 7 

CheckDomain-COM 134 77 27 124 12 

Ratio 94.78% 76.62% 85.19% 51.61% 58.33% 

            

Unavailable-gTLD 539 207 86 64 7 

CheckDomain-gTLD 1876 1078 378 124 25 

Ratio 28.73% 19.20% 22.75% 51.61% 28.00% 

            

Unavailable-New gTLD 3366 2081 207 164 13 

CheckDomain-New gTLD 79730 45815 16065 2480 815 

Ratio 4.22% 4.54% 1.29% 6.61% 1.60% 

            

Unavailable-ccTLD-APAC 2016 757 230 120 13 

CheckDomain-ccTLD-APAC 15544 8932 3132 496 160 

Ratio 12.97% 8.48% 7.34% 24.19% 8.13% 

            

Unavailable-IDN 86 31 3 207 15 

CheckDomain-IDN 2814 1617 567 2728 263 

Ratio 3.06% 1.92% 0.53% 7.59%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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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1 Brand 2 Brand 3 

Extended 
Brand 1 

Extended 
Brand 2 

Unavailable-GeoTLD 185 103 13 0 0 

CheckDomain-GeoTLD 7504 4312 1512 0 56 

Ratio 2.47% 2.39% 0.86% 0.00% 0.00% 

 

從上表可得知，.tw ＆ .com.tw 和 .com 註冊率分別為 70.90 %與 94.78 %，相較於其他

類別的頂級域名註冊域高出許多。如果以 .com 對比新頂級域 (New gTLD)，註冊率有將近

22.5 倍的差距。國際化域名 IDN 以及地理名稱頂級域 (GeoTLD) 之註冊率也低於亞太區的

國家頂級域名(ccTLD-APAC)。從該數據可得知，tw / com 仍為企業註冊域名時之主要選

項。推判企業對於使用或保護新頂級域名的意願仍偏低。 

 

3. 不同產業別之品牌域名註冊數據分析 

若以產業別區分，本節分析不同產業別在 gTLD、New gTLD、ccTLD 等頂級域名分類

下的品牌名稱註冊量（柱狀圖），以及該產業別各個調查企業的註冊排行（列表）。以

下總表為調查產業別、企業家數以及註冊域名總數。解讀此表格時應注意，這些註冊量

之統計僅供參考，且所查找的域名可能是企業自行註冊或遭他人善意或惡意之註冊。 

 

 調查企業依產業別之註冊域名數量 

產業別 企業家數 註冊域名數量 

IT 製造代工 32 2,807 

金融業 31 2,156 

服務業 28 2,376 

消費性電子 10 1,942 

工業 9 652 

國營事業 7 1,849 

網路電商業 4 787 

運動健身業 3 665 

食品業 3 69 

軟體業 2 519 

電信業 2 228 

汽車業 2 9 

其他 2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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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以產業別細分各主要類型域名之註冊率總表如下圖。 

 

圖2. 各產業別在不同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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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製造代工 

以下為 IT 製造代工業在各類型網域名稱註冊數量狀況，以及此產業別中各個調查企

業在各類別頂級域名中的註冊情形。 

 

 

圖3. IT 製造代工業各類型網域名稱註冊量 

⚫ 金融業 

下圖為金融業在各類型網域名稱註冊數量狀況，以及該產業別中各個調查企業在各

類別頂級域名中的註冊情形。 

 

 

圖4. 金融業各類型網域名稱註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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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 

以下為服務業在全球各類型網域名稱註冊數量狀況，以及該產業別中各個調查企業

在各類別頂級域名中的註冊情形。 

 

 

圖5. 服務業各類型網域名稱註冊量 

 

⚫ 消費性電子 

以下為消費電子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以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6. 消費性電子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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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 

以下為工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7. 工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 國營事業 

以下為國營事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以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8. 國營事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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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電商業 

以網路電商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以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9. 網路電商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 運動健身業 

以下運動健身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以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10. 運動健身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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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業 

以下食品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11. 食品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 軟體業 

以下軟體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12. 軟體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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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電信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13. 電信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 汽車業 

以下汽車業在全球各類型頂級域名之註冊總量及企業個別的註冊情形。 

 

 

圖14. 汽車業在各類型頂級名註冊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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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卷調查與企業訪談 

本計畫共計完成 39 份問卷，並針對其中 21 家業者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訪談，調查

結果與分析整理如後。 

當問及是否有自家品牌遭他人註冊之困擾，超過 6 成受訪者表示自家數位品牌包含

網域名稱以及社群平台帳號曾遭他人註冊，說明了我國品牌企業之域名或數位平台帳號

遭人搶註的機會仍不小，企業對於網路世界的品牌保護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圖15. 品牌遭他人註冊比率 

 

當問及網域名稱註冊數量時，超過八成受訪者，表達自家品牌註冊網域名稱在 1 至

10 個或 11 至 50 個；有 10%的受訪者的域名數量超過 100 個或甚至在 1000 個以上。。 

 
 

圖16.  公司域名註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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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公司網域名稱註冊選項，絕大部分的受訪者表達 .com (94.9%) 以及 .tw (76.9%) 

為網域名稱註冊時之主要選項。新頂級域除 .shop 有約 12.8%的受訪者註冊外，其餘的後

綴選項在我國品牌業者之間的接受度低於 2.6%。 

 

圖17. 頂級域主要選擇類別 

 

當問及公司最近網域名稱註冊量是否有增減，即使近年市場上增加新頂級域名的各

種後綴選項，53.8% 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域名註冊並無增加。 

 

圖18. 企業域名數量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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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關係，調查團隊也想進一步知道企業部署遠距辦公或利用多重管道接觸用

戶時，是否因此考慮、或已經增加了域名註冊數量。調查結果顯示，35.9%受訪企業，在

此期間增加了網域名稱的註冊。 

 

圖19. 疫情期間是否註冊域名 

 

在問及該公司編制多少人力於網域名稱註冊與管理業務，約 87%的企業編製在三人

以內，且 30.8％回覆不到一人。 

 
 

圖20.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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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及網域名稱註冊字是否與商標註冊字相同，也就是問企業能否在網際網路上保

護其註冊商標，僅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達可以完全保護商標的現狀，53.8%的受訪企業

無法在網路上註冊與商標相同的名稱。 

 

圖21. 商標與網域註冊字 

 

當問及有無域名到期丟失的狀況，約一半的受訪企業表示從未發生過; 其餘的台灣品

牌企業表示曾經有域名丟失的狀況，但不常或極少發生。 

 

圖22. 有無域名到期丟失狀況 

 

當問及有無聽說過新頂級域名，79.5%的受訪企業表示聽說過並且知道新頂級域名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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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有無聽說過新頂級域名 

 

當問及企業主或是公司部門在已經註冊了域名的情況下，是否還會註冊新頂級域名 

New gTLD，74.4%的受訪企業不排斥註冊 new gTLD 域名，而約 17.9%受訪企業表達不會再

多花錢註冊 new gTLD 域名。 

 

圖24. 是否有興趣評估註冊新頂級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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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台灣企業，是否願意於國際管理組織開放時申請自有品牌成為通用頂級域，

企業展現比較有興趣（勾選 8/9/10）的比例約近半（48.7%），而表達最高意願(10) 的企

業有 25.6%；沒興趣的企業(勾選 1/2/3)的比例約 15%。 

 

圖25. 是否願意申請自有品牌通用頂級域 

 

當問及台灣企業，是否願意申請自有相關產業通用詞頂級域，企業展現比較有興趣

（勾選 8/9/10）的比例為 43.6%，而表達稍高意願（勾選 6）的企業為最多（23.1%）。 

 

圖26. 是否願意申請自有品牌通用頂級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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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企業是否有參加 2012/13 年的新頂級域申請時，48.7%的受訪企業不知道新頂

級域曾經開放過。 

 

圖27.  是否參加過 2012/13 年新頂級域申請 

 

當問及台灣企業推動自有品牌成為一個通用頂級域名的可能困難點，最多受訪企業

表示是申請費用高、效益不易評估等。 

 

圖28.  企業申請品牌頂級域的考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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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台灣品牌企業對我國六都地名作為通用頂級域名時，是否有興趣註冊時，幾

乎都是完全沒有意願的。 

 

圖29. 對六都地名頂級域名時是否有興趣註冊 

 

當問及企業在網域名稱註冊和管理之年度預算，近八成企業的年度預算不到新台幣

十萬元；只有 1 家企業編列超過三百萬元之預算。 

 

圖30. 企業網域名稱註冊和管理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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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公司是否給予工作上的支持和充分預算，受訪者大多是肯定的。 

 

圖31. 公司是否給予數位品牌工作支持 

 

 

當問及受訪者工作性質時，最多回覆者為公司行銷或品牌管理人員（41%），其次

是 MIS/IT 人員，約占 38.5%。 

 

圖32. 回覆者之工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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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各單位訪談紀錄，總結歸納幾點現狀與建議： 

⚫ 本次訪談對象很多是磐石企業或中堅企業，屬比較中小型的全球品牌或以海外市場為主

的企業，且大都屬 B2B 業務型態。對域名與數位品牌的關聯性，認知仍較為缺乏，對於

數位轉型在虛擬世界大力拓荒闢地的意識仍較為保守，至直接對新通用頂級域名

的 .Brand 提出申請的需求，可能無法直接一步到位，即無法直接提出 .Brand 之新通用頂

級域名申請。但仍有一些如巨大集團(Giant)、明碁材料(BenQMaterial)、ASUS 等，如能以

整體集團及整合全球子公司、經銷商、供應商的角度出發，直接申請 .Brand 的效益就比

較能呈現出來。 

⚫ 絕大數的受訪企業以 .com 及.com.tw 等之傳統域名為主，部分受訪企業之 .tw 域名，註冊

時間甚至超過 TWNIC 成立時間，而企業在開拓中國、日本、歐洲、和東南亞市場時，亦

會以子公司，或是當地代理商名義，來註冊當地之 ccTLD。不少台灣企業之域名註冊人 / 

管理者仍選擇位在國外且成立時間比較長的受理註冊機構，如 Network Solutions, 

Register.com 等。大多數域名註冊人偏好服務流程簡單，操作設定容易的 registrar，如

GoDaddy 等。 

⚫ 有很多企業無法及時註冊到.com，因此註冊 「商標+groups.com」、「商標+corps.com」

作為企業主要官網的域名，不少企業也十分關注 SEO 與新通用頂級域的關係，表達對於

商標頂級名可否有效提高企業網站在搜索引擎 SEO 表現之關切。 

⚫ 台灣企業所使用之域名管理郵箱可能成為安全隱憂。例如，許多老牌企業之域名註冊人

電子郵箱 email 可能為公司創辦人，或是已經退休離職的 MIS 主管，目前實際管理人不

是原註冊人；或是一個公司使用不同的 email 信箱，或是委託海外經銷商、代理商的

email 來註冊。 

⚫ 在本次訪談之對象以行銷企劃、MIS/IT/DNS 人員為主，法務人員則較少。域名的爭議處

理及品牌保護，則需要企業法務人員的參與或主導。訪談過程中，企業對域名的爭議及

預先保護的觀念及措施則較少關注，例如註冊不到就只能換一個名稱註冊，屬於比較被

動的方式。雖然也有少數企業有嘗試域名高價回購的策略，但台灣企業對於主動爭取企

業商標作為域名的努力仍嫌不足。 

⚫ 本次受訪企業投入域名管理的經費多在 1 萬元以下，人力也都是 1 人兼任；但問起公司

是否支持域名之申請，則回答企業大力支持這居多。這顯示對域名的潛在的用途與運

用，思考時較為保守與老舊，比較無視數位品牌發展潛力的作為。今年適逢疫情，企業

數位轉型盛行，對域名的基本數位需求則尚未呈現，可能需要有些協助之推力，來將數

位域名及品牌，納入企業數位轉型的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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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限制 

1. 數據處理 

在進行 CheckDomain 以及 WHOIS 數據抓取時，發生以下問題導致工作上可能無法自

動化，需要人工介入判斷或調查，導致作業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以及計算資源： 

⚫ 有時 Registry 接口查詢無法穩定回覆 (time-out)，或者回覆訊息之訊息無法有效解

讀，團隊已盡量剔除不完整的回覆，但仍可能造成數據不是 100%準確。此限制之控

制端在於 Registry，為計畫團隊無法排除的困難，僅列為計畫未來倘持續推動須注意

之限制。 

⚫ Registry 提供混合文字域名處理時，須花費時間對 IANA IDN Tables 進行了解，該工作

曠日費時，且一般來說 IDN 域名仍不是企業主流選擇，團隊為此決定，僅針對 .com 

/ .cn / .tw 以及中文頂級域名進行 IDN 相關域名查詢， 排除其他類別和其他語種 IDN

的查詢。對於跨國品牌而言，團隊這樣的做法可能排除了某些品牌註冊非中文語種

的 IDN， 或少計算總體中文 IDN 註冊數量。  

⚫ 處理 WHOIS 數據時，受到 GDPR 影響以及部分 WHOIS 已經做隱私保護，相關註冊人

訊息 Redaction 造成判斷上的困難，無法正確判斷註冊人，只能藉由歷史資料或是用

任何可以進行 WHOIS 反查的資料欄位來進行判斷；對於一個域名是否為某企業註

冊，原可用註冊人郵箱判斷，現在則用註冊人名稱(可能為公司名或人名)， 以及域

名使用之 Registrar 和相對應 NS 紀錄判斷，企業有時也不會按固定模式進行操作， 

增加判讀上的困難。  

 
 

2. 問卷調查和企業訪談 

在寄送問卷與邀約企業進行訪談時，執行團隊發送郵件大多被企業所忽略，也因此

影響此次邀請工作的效率。除少數企業直接回覆外，多數企業仍需進一步透過電話多次

跟進，才有可能回覆問卷。此外，取得企業窗口之信任也是重要關鍵。計畫執行過程

中，雖有幾家企業已取得聯繫但仍未回覆調查或未同意當面受訪的企業，主要是未能取

得受訪者信任，來配合調查工作的執行。 

 

此外，今年度計畫在訪談上設定了邀請企品牌與行銷部門相關人員作為受訪對象之

目標，也增加了溝通與處理時間，也因此本計畫特與工業局品牌躍飛計畫執行團隊 – 台灣

經濟研究院合作，透過其與國內品牌企業的品牌窗口取得聯繫並進一步安排訪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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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頂級域名申請評估資料彙整 

本計畫針對以下主題進行資料蒐集、分析與整理，後段逐一呈現各項議題資料蒐集與

分析之成果。 

⚫ 全球新頂級域名的發展趨勢 

⚫ 新頂級域名申請流程及經費 

⚫ 運作新頂級域名之後台技術 

⚫ 域名與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 知名國際新頂級域名運用最佳實務案例分析 

⚫ 國際受理註冊機構經營模式分析 

⚫ 整合.tw 與 new gTLD 全球品牌經營之分析 

 

(一) 全球新頂級域名的發展趨勢 

為協助提高國內企業與相關單位對全球新頂級域名發展概況的認知與理解度，本計畫

蒐集以下相關統計數據。相關數據的蒐集以 2021 年 7 月為基準點。 

 全球新頂級域名發展趨勢資料蒐集種類 

資料類型 內涵 

全球 New gTLD 註冊量 不同類型頂級域名註冊量之成長趨勢與比較。 

全球 gTLD 註冊量 

全球 ccTLD 註冊量 

前 10 大 new gTLD  前 10 大 new gTLD 字串名稱、註冊量、所屬註冊管

理機構等。 

成長率前 10 名之 new gTLD 成長率前 10 名之 new gTLD 字串名稱、成長率、註

冊量。 

前 10 大 IDN new gTLD 前 10 大 IDN new gTLD 字串名稱、字串語言、註冊

量、所屬註冊管理機構等。 

前 10 大地理名稱 new gTLD 前 10 大地理名稱 new gTLD 字串名稱、字串語言、

註冊量、所屬註冊管理機構等。 

不良頂級域名排行 最常被誤用於垃圾郵件的 new gTLD 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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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域名發展概況 

參考 VeriSign 最近一期的 The Domain Name Industry Brief 報告統計1，2021 年第二季

所有頂級域名的總註冊量約 3.673 億個，雖然和前一季比較增加了 1% 註冊量（約 380

萬），但卻比前一年同季要減少了 0.7%（約 280 萬）。當中，光是 .com 和 .net 域名註冊

量加總在就已達 1.706 億，較前一季增加增加了 1.5% 註冊量（約 260 萬），也比前一年

同季要增加了 5.2%（約 850 萬）。第二季末的.com 註冊量為 1.57 億，而 .net 註冊量約

1,360 萬。 

 

同期所有國碼頂級域名（ccTLD）註冊量約 1.577 億，和前一季比較增加了 0.8% 註冊

量（約 120 萬），比前一年同季要減少 1.5%（約 240 萬）。而新頂級域名（new  gTLD）

的註冊量約 2,290 萬，和前一季比較增加不到 10 萬個註冊量，較前一年同期比較降幅達

27.8%（約 880 萬）。 

 

再參考 Domainnamestats 統計2，在全球有公開統計數據資料的 ccTLDs 當中，註冊量

前 10 名分別為：.CN（中國）、.DE（德國）、.UK（英國）、.NL（荷蘭）、.RU（俄羅

斯）、.BR（巴西）、.FR（法國）、.EU（歐盟）、.IT（義大利）、.AU（澳洲）。 

 

2. 新頂級域名發展概況 

依 VeriSign 報告數據，今年第二季 new gTLD 總註冊量約佔所有域名註冊量 6.2%，其

中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名註冊量佔所有 new gTLD 總量的 51.9%。註冊量前 10 名的 new 

gTLDs 的相關進展概況整理如下表。 

 註冊量前 10 名的 new gTLDs 概況列表 

排名 字串 註冊量3 註冊管理機構 
Registry 

登記國家 

Registrar

數量4 
上市日期5 

註冊價格

(USD)6 

1 .xyz 3,499,670 XYZ.COM LLC 美國 313 2014/06/02 0.69 - 
25.55 

 
1 https://www.verisign.com/en_US/domain-names/dnib/index.xhtml  
2 參考資料：https://domainnamestats.com/，資料擷取日期：2021/07/08 
3 ICANN Registry Monthly Report 2021 March 
4 ICANN Registry Monthly Report 2021 March 
5 ICANNwiki  
6https://tld-list.com/   

https://www.verisign.com/en_US/domain-names/dnib/index.xhtml
https://domainnamestats.com/
https://tld-l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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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line 1,973,167 Radix 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 

296 2015/08/26 1.16 - 
69.00 

3 .icu 1,857,614 Shortdot SA 盧森堡 201 2018/05/29 1.48 - 
15.00 

4 .top 1,472,741 Jiangsu Bang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中國 152 2014/11/17 1.19 - 
60.13 

5 .site 1,417,622 Radix 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 

298 2015/07/15 1.17 - 
49.00 

6 .club 1,144,821 CLUB Domains LLC 美國 168 2014/05/07 1.35 - 
29.01 

7 .app 1,052,120 Charleston Road Registry 
Inc. (Google) 

美國 99 2018/05/08 13.61 - 
35.52 

8 .vip 913,762 Minds + Machines Group 
Limited 

英屬維京群島 207 2016/05/17 4.18 - 
49.90 

9 .shop 873,091 Minds + Machines Group 
Limited 

英屬維京群島 191 2016/09/26 1.04 - 
60.00 

10 .work 663,165 Minds + Machines Group 
Limited 

英屬維京群島 223 2015/02/20 2.17 - 
41.44 

 

3. 成長率前 10 名之 new gTLD 

參考Namestat網站公布數據7，過去7天註冊量平均成長率（資料擷取日期為：2021

年 9 月 21 日）前 10 名，以及其成長率如下表。 

 

 註冊量平均成長率前 10 名 new gTLDs 

排名 字串 目前註冊量 
註冊量平均

成長率 

1 .xyz 3,205,086 100% 

2 .tokyo 218,401 90% 

3 .icu 586,428 55% 

4 .online 1,833,127 49% 

5 .store 595,025 36% 

 
7 https://namesta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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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ve 512,439 32% 

7 .top 1,246,747 31% 

8 .site 1,065,639 25% 

9 .cyou 139,781 18% 

10 .fun 213,173 17% 

 

 

4. 前 10 大 IDN new gTLD 

參考 Namestat 網站公布數據，國際域名 new gTLDs 註冊量前 10 名列表（資料擷取

日期為：2021 年 9 月 21 日）、註冊量8、受理註冊機構數量9、註冊管理機構以及註冊年

費10等資訊整理如下表。 

 

 註冊量前 10 名 IDN new gTLDs 

排名 字串 註冊量 註冊管理機構 
Registry 

登記國家 

Registrar

數量 

註冊年費

(USD) 

ASCII 代

碼 

1 .网址 105,922 北龙中网（北

京）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中國 42 259.99 - 

537.57 

.xn--

ses554g 

2 .手机 32,741 北京华瑞网研科

技有限公司 

中國 10 458.28

（華瑞網

研官網） 

xn--

kput3i 

3 .公司  30,798 中国互联网信息

中心 

中國 52 15.99 - 

59.00  

xn--

55qx5d 

4 .рус  

俄語：

社群 

24,574 Rusnames Limited 俄羅斯 19 2.31 -

28.00 

xn--

p1acf  

 
8 https://namestat.org/ 
9 ICANN Registry Monthly Report 2021 March 
10 https://tld-list.com/  

https://tld-list.com/


 

32 

排名 字串 註冊量 註冊管理機構 
Registry 

登記國家 

Registrar

數量 

註冊年費

(USD) 

ASCII 代

碼 

5 .在线 22,598 TLD Registry, Ltd 愛爾蘭 39 39.90 - 

320 

xn--

3ds443g 

6 .商标 22,585 環球互易集團 香港 27 323.18 - 

450.17 

xn--

czr694b 

7 .商城  22,300 黄道科技 中國 18 288.19 - 

700.17 

xn--

czru2d 

8 .网络 20,972 中国互联网信息

中心 

中國 51 15.99 - 

59.00 

xn--

io0a7i 

9 .我爱你 14,230 誉威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中國 42 35.17 - 

49.99 

xn--

6qq986b

3xl 

10 .москва 

(俄語：

莫斯科) 

12,840 Foundation for 

Assistance for 

Internet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俄羅斯 16 9.86 - 

15.00 

xn--

80adxh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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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 10 大地理名稱 new gTLD 

參考 Namestat 網站公布數據，地理名稱 new gTLDs 註冊量前 10 名列表（資料擷取

日期為：2021 年 9 月 21 日）、註冊量11、受理註冊機構數量12、註冊管理機構以及註冊年

費（美元）13等資訊整理如下表。 

 

 註冊量前 10 名地理名稱 new gTLDs 

排名 字串 國家城市 註冊量 註冊管理機構 
Registrar

數量 
註冊年費 

(USD) 

1 .tokyo 日本東京 218,401 GMO Registry, Inc. 75 9.95 - 35.57 

2 .nyc 美國紐約 63,649 紐約市政府 60 9.99 - 55.07 

3 .berlin 德國柏林 49,262 dotBERLIN GmbH & Co. KG 71 40.9 - 120.4 

4 .london 英國倫敦 39,995 Dot London Domains 
Limited 

120 14.17 - 69.00 

5 .koeln 德國科隆 25,449 dotKoeln GmbH 39 12.00 - 48.18 

6 .amsterdam 荷蘭 

阿姆斯特丹 

22,600  Stichting Internet 
Domeinregistratie 
Nederland (SIDN) 

36 34.39 - 74.44 

7 .hamburg 德國漢堡 20,326  Hamburg Top-Level-
Domain GmbH 

45 39.86 - 119.61 

8 .paris 法國巴黎 19,985  巴黎市政府 61 36.11 - 100.60 

9 .moscow 俄羅斯 

莫斯科 

16,266 FAITID 19 2.60 -19.00 

10 .wien 奧地利 

維也納 

15,820  punkt.wien GmbH 

（維也納市政府委託） 

38 28.47 - 68.90 

  

 
11 https://namestat.org/ 
12 ICANN Registry Monthly Report 2021 March 
13 https://tld-list.com/  

https://tld-l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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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垃圾郵件不良頂級域名排行榜 

本節主要引用追蹤網路垃圾郵件與網路威脅的非營利國際組織 Spamhaus 的垃圾郵

件不良頂級域名排行（The World's Most Abused TLDs） 14，以及最常用於殭屍網路

（botnet）的頂級域名排行榜。首先說明 Spamhaus 的垃圾郵件（Spam）定義15為，主動

發出的大量電子郵件（Unsolicited Bulk Email）；其中「主動發出」表示收件人沒有同意收

到寄件人寄發的郵件，而「大量」代表郵件一次大批寄出、每封郵件內容相同。本文引

用了 Spamhaus 的垃圾郵件不良頂級域名排行。 

 

Spamhaus 認為，頂級域名的「不良」性質可用兩種層面來看。第一種是 TLD 下的

「不良」域名多於「良好」域名，且兩者之間的比例高於平均；這表示註冊管理機構並

未積極執行政策、防治惡意行為者。但是，有些 TLD 可能本身域名數量就很少，也因此，

即使 TLD 下「不良」域名比例偏高，單就數量而言，這些 TLD 下的「不良」域名仍將遠低

於其他基數較大的 TLD。換句話說，由於此類 TLD 基數較小，其「不良」性質對整體網路

的負面影響也因此有限。另一種 TLD 則因基數大，相較之下，旗下「不良」域名的數量也

遠高於其他基數小的 TLD。即使這些 TLD 具備防治惡意行為的有效政策，但由於其域名基

數遠高於其他 TLD，旗下「不良」域名光以數量而言，就足以對全球網際網路造成危害。 

 

為充分考量兩種層面，同時平衡其中差距，Spamhaus 訂出特殊算式計算「不良」指

數；但必須注意的是，相關數據僅來自 Spamhaus 能取得的資料，而非實際上整體 TLD 的

數字資料。下表為 Spamhaus 不良頂級域名排行前 10 名（資料擷取日期：2021/07/06）。 

 

 Spamhaus 不良頂級域名排行榜 

排行 
TLD 不良指數 

總觀測 

域名 
不良域名 

不良域名 

比例 
域名類型 

1 .work 5.44 114,878 57,077  49.7% new gTLD 

2 .ryukyu 4.38 173 151 87.3% new gTLD 

3 .surf 3.98 1,396 827 59.2% new gTLD 

4 .okinawa 3.91 426 293  68.8% new gTLD  

 
14 https://www.spamhaus.org/statistics/tlds/ 
15 資料來源：https://www.spamhaus.org/consumer/definition/  

https://www.spamhaus.org/consumer/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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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TLD 不良指數 

總觀測 

域名 
不良域名 

不良域名 

比例 
域名類型 

5 .ga 3.76 22,412 9,239  41.2% ccTLD 

6 .biz 3.42 31,003 11,346 36.6% legacy  

7 .cam 3.42  5,057 2,239 44.3% new gTLD 

8 .press  3.25 11,225 4,352 38.8% new gTLD 

9 .cn 3.02 186,870 52,027  27.8% ccTLD 

10 .ci 2.48 682 297 43.5% ccTLD 

 

Spamhaus 殭屍網路威脅報告16有關最被常用於殭屍網路的前 10 名的頂級域名如下。 

 Spamhaus 最被常用於殭屍網路的頂級域名排行榜 

排行 TLD 
2020 年 Q4 

殭屍網路域名數量 

2021 年 Q1 

殭屍網路域名數量 
變化 域名類型 

1 .com 2108 1549 -27% legacy TLD 

2 .top 328 622 90% new gTLD 

3 .xyz 505 345 -32% new gTLD 

4 .tk 141 124 -12% ccTLD 

5 .ga 185 121 -35% ccTLD 

6 .ru - 114 新進榜 ccTLD 

7 .eu 100 108 8% ccTLD 

8 .ml 133 106 -20% ccTLD 

9 .me 95 87 -8% ccTLD 

10 .org - 83 新進榜 legacy TLD 

  

 
16 Spamhaus 2021 年第一季殭屍網路威脅報告（Botnet Threat Update 2021 Q1) 

https://www.spamhaus.org/news/images/botnet-report-2021-q1/spamhaus-botnet-report-2021-
q1.pdf  

https://www.spamhaus.org/news/images/botnet-report-2021-q1/spamhaus-botnet-report-2021-q1.pdf
https://www.spamhaus.org/news/images/botnet-report-2021-q1/spamhaus-botnet-report-2021-q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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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頂級域名申請流程及經費 

參考 ICANN 2012 年公佈的新頂級域名申請人指南（New gTLD Applicant Guidebook，以

下簡稱AGB）17所提出的新頂級域名申請流程（如下圖），以下依各序說明申請流程的各個步

驟內涵，以及相關費用。 

 

 

圖33. 新頂級域名申請流程 

 

  

 
17 New gTLD Applicant Guidebook https://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  

https://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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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投遞 

申請人須於申請開放期間投遞申請。基於處理程序（如線上註冊、提交申請、繳交

申請費、對帳手續等）和系統內建的安全機制，完成整個申請流程所需的時間可能比預

期還長。也因此建議申請期間開放後，申請人應及早開始申請手續。申請投遞階段之內

涵步驟整理如下表。 

 

 New gTLD 申請投遞階段之步驟內涵 

1 線上註冊 申請期間一旦開放，欲申請 new gTLD 的申請人就可以在 TLD 申請

系統（TLD Application System，TAS）註冊使用者身份。 

2 繳交申請訂金 申請人需表明欲申請的 new gTLD 數量，並為各筆申請案繳交訂金

（5,000 美元）。 

3 填寫申請表 訂金繳交完成後，使用者才可以進入申請填表頁面。申請表問題

包含如基本資訊、經濟狀況證明、技術及運作能力證明等。若問

題須提出佐證文件，申請人必須於 TAS 中上傳相關文件。 

 

 注意：除 ICANN 特別指示的情況，所有申請文件都必須透過

TAS 上傳遞交。任何以其他形式（ 如 email、傳真、實體郵件

等）遞交的申請將視為無效，不予受理。 

4 繳交審核費用 每筆 gTLD 申請案的審核費用是美金 185,000 元（扣除訂金 5,000

元，實際需繳 180,000 元）。 

審核費用包含初步審核和大部分進階審核（包括地理名稱、技術

營運能力審核、經濟能力審核）的費用。然若申請人需另外進行

註冊管理機構服務審核（Registry Services review），則需再繳交

50,000 美元審核費用。 

 

依據 2012 年實際狀況，上段提到的「申請開放期間」為 2012 年 1 月 12 日至 3 月

29 日，共 11 週。後續 New gTLD 申請政策發展流程（又稱 SubPro）工作小組於 2021 年 1

月發佈的結案報告中則建議，未來申請期間應為期至少 12 週、至多 15 週。 

另外，SubPro 結案報告中的申請費用相關建議雖未提及明確數字，但建議 ICANN 未

來訂定申請費用時應依據以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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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收入足以負擔管理 new gTLD 申請流程的整體開銷。 

⚫ New gTLD 申請費用收入應足以供整個申請計畫營運、整體資金不增不減，且

無需從任何其他 ICANN 既有的資金來源（包括來自 gTLD 註冊管理機構及受理

機構的收入、ccTLD 及區域網際網路註冊管理機構捐款）墊付。 

⚫ 未來每次重啟申請回合前，都應依上述標準再次評估，並訂定申請費用。 

⚫ 若評估後發現預估申請費用低於預設的基本數字（如申請費用下限），則實際

申請費應以申請費用下限為準。  

⚫ 申請費用的訂定流程必須公開透明，清楚說明所有預期開銷並留下紀錄。 

 

2. 行政程序檢查 

申請期間結束後，ICANN 就會展開行政程序檢查，此程序預計在 8 周內結束，若案

件數過多則可能延長。行政程序檢查的內容包含： 

⚫ 所有必填問題都已填答； 

⚫ 所有證明文件都以正確格式上傳； 

⚫ 已收到審核費用。 

 

3. 開放公眾評議（public comment） 

所有通過行政程序檢查的申請案，都會在申請結束兩周內於 ICANN 網站公告，並開

放公眾評議。 

 

公眾評議開放期間，社群可檢視所有申請案，並提出意見。所有意見都必須針對特

定申請案，並指定對應的審核委員會。在公告後 60 天內提交的意見，將納入申請案的初

步審核，供審核委員會參考。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公眾評議機制提出的意見並不視為正

式「反對意見」（objection）。提出「反對意見」的程序請參考下項說明。 

 

4-A 初步審核 

初步審核緊接在行政程序檢查後實施。所有通過檢查的申請案，都會進入初步審

核。申請人背景檢查是初步審核的第一階段，接下來則主要審核 6 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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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gTLD 申請初步審核步驟之審核項目 

字

串 

字串混淆 初步檢視申請字串是否與現存 TLD、保留名稱（可參考 2012 AGB 

2.2.1.2 節）及其他申請字串過於相似，可能導致使用者混淆。本步驟

將透過獨立審核委員會辦理。 

DNS 穩定 檢視申請字串是否符合 gTLD 字串（標籤）的技術及其他要求，防止該

字串影響 DNS 穩定。 

地理名稱 若申請字串為地理名稱，申請人必須確保已充分考量當地政府或當局

的利害影響。國家或領地名稱不開放申請。 

申

請

人 

技術及經營

能力 

申請人無需在申請前就成立 gTLD 註冊管理機構。然而，申請人必須展

現自己充分了解註冊管理營運的關鍵技術及營運層面知識，並已開始

初步準備。 

財務狀況 檢視申請人是否具營運 gTLD 註冊管理機構的經濟能力，以及其財務規

劃是否足以確保取得字串後，new gTLD 的長久穩定營運。 

註冊管理機

構服務 

申請人必須列出預計使用的註冊管理機構後台服務供應業者。ICANN

會檢視這些業者的技術能力。 

 

初步審核應於 5 個月內結束，當申請件數大量超過 500 件時，則將分批審核申請案

件，以首批 500 件，第二批以後每批 400 件的方式審核，審核期間也將因此延長。  

 

4-B 開放提出反對意見（Objection Filing） 

ICANN 公告通過行政程序檢查的申請案後，便可提出針對特定申請案的反對意見。

開放提出反對意見期間為行政程序結束後，至初步審核結束並公告結果後 2 週。反對意見

必須從以下 4 種原因擇一作為反對依據： 

⚫ 字串混淆：申請案中的 TLD 與現存的 TLD 或其他申請案中的 TLD 過於相似，可

能導致混淆。 

⚫ 法律權利：申請案中的 TLD 危害反對者的既有法律權利。 

⚫ 限制公共利益：申請案中的 TLD 違背普遍接受的道德常規，以及國際法原則下

認定的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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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反對：申請案中的 TLD 明顯或隱含涉及特定社群，而此社群中有相當比例

的人口反對此申請。 

 

反對者必須直接向爭議處理服務供應方（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 provider，DRSP）

提出反對意見，而非向 ICANN提出。初步審核結束並公告審核結果後兩週，便不得再提出

反對意見。所以在期間內提出的反對意見，會經爭議爭議處理程序處理。所有申請案都

可能收到反對意見，收到反對意見的申請人，可依 DRSP 規則及程序提出回應。ICANN 鼓

勵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主動檢視申請字串是否可能有宗教、文化、產權或其他敏感議

題爭議，並盡可能事先與相關單位協商，處理對方的疑慮。 

 

5-A  進階審核 

未能通過初步審核的申請人，可以申請進階審核。若未申請進階審核，則申請視同

終止。在進階審核過程中，申請人有機會再次和審查委員溝通，釐清申請案中資訊不清

之處。進階審查中不會出現新的審查項目。若申請人在申請案中提議的後端服務供應

商，遭判定可能影響DNS的安全穩定，該申請案可能也需要進行進階審核。在此情況下，

將由 ICANN 於初步審核結束後通知申請人。 

 

若申請人通過進階審核，則可進入流程下一階段。若未通過，申請就到此為止。進

階審核應於 5 個月內結束，若案件數過多，審核期間將延長。若審核將延遲結束，ICANN

會發布公告並提供預估的新時程。 

 

5-B  爭議處理 

若申請案收到正式反對意見（參考 4-A），就會進入爭議處理程序。當反對者在開

放提出反對意見且支付爭議處理費用（此費用將視外部爭議處理單位而定，並直接支付

予該單位。ICANN 預估此費用可能為 1,000 至 5,000 美金不等），外部爭議處理服務供應

方（DRSP）就會開始爭議處理程序。爭議處理全程由 DRSP 負責，結果亦由 DRSP 判定。 

 

若爭議處理結果是申請人勝訴，則申請將繼續。若反對方勝訴，則申請將終止，也

可能需展開另一次爭議處理流程。若一筆申請案收到多筆反對意見，則必須在所有爭議

處理流程中勝出，才能繼續申請。爭議處理結果由 DRSP 負責發布。所有爭議爭議處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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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 個月內結束。若案件數過多導致期間延長，ICANN 將在與 DRSP 商議後排定新時程，

並公告相關資訊。 

 

5-C 字串競爭 

若申請相同或類似 gTLD 字串的合格申請案超過一件，就視為字串競爭（string 

contention）。「類似」的定義，根據 2012 年申請指南，為兩個字串過於相似，若皆發派

至根區將造成使用者混淆。7ICANN 鼓勵申請人私下調解字串競爭情形，避免進入字串競

爭程序。若申請人無法達成調解，則字串競爭將以拍賣解決；若競爭申請案之一是社群

申請案，此一狀況也可能透過「社群優先審核」流程加以解決。 

 

若競爭的字串為地理名稱，則解決流程可能不同。地理名稱的 TLD 申請案，若符合

條件，則須取得該地政府或當權機關的支持或不反對聲明。在字串競爭的情境下，若所

有申請案皆具備政府支持聲明，則將暫停申請流程，待所有申請人達成調解後再重啟流

程。然若申請人未能再申請回合結束、或下一回合申請流程開始前達成調解，則將駁回

所有申請並退費（退費比例依申請指南 1.5 節規定）。然而，若所有申請案取得的支持或

不反對聲明都來自同一個政府機關，則可在該政府要求下依前列字串競爭程序解決。此

外，若地理名稱與非地理名稱進入字串競爭，同樣將由前列字串競爭程序解決。 

 

字串競爭可能包含多筆字串相同或字串雷同（例 A 與 B 申請字串相同，該字串又分

別與 C、Ｄ雷同）的申請案，又可稱為「競爭組合」。唯有競爭組合中所有申請案都完成

審核（包括初步審核、進階審核及爭議處理）後，才會開始字串競爭程序。依情況不

同，本程序可能耗時 2.5 至 6 個月不等。 

 

6.  配發前最終流程步驟 

完成所有以上階段的申請案，只要再完成以下步驟，就可以取得 gTLD 並被放入根

區。一是與 ICANN 簽訂註冊管理機構協議（registry agreement，RA；以下簡稱協議），二

是通過發配前的技術測試。 

簽訂協議後，申請人必須完成技術設定，並在技術測試中表現良好。若在測試中表

現不佳，導致 gTLD 無法在協議中訂出的時間發配至根區，則 ICANN 可單方面決定終止協

議。反之，若上述步驟皆順利完成，則申請人將取得 gTLD，成為註冊管理機構。上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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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時長約 2 個月，但可能因為申請人在技術測試上的準備和表現，或同一時間進行測試的

申請案件數量，而有所延長。 

 

7. 申請 new gTLD 可能費用 

有許多因素會影響申請 New gTLD 的花費，參考 2012 AGB，new gTLD 申請階段的可

能費用與說明如下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費用都是與申請程序直接相關的費用，還沒

有包括申請人自行投入申請階段的人力成本、聘用專業顧問公司協助 new gTLD 申請費

用、法律相關文件檢視與確認之律師費用，以及未來 new gTLD 如何用於企業品牌、行銷

或營運之規劃成本等。這些費用的多寡會視每一個申請案的複雜度或難度而異，且尋求

外部資源協助之費用並無公定價格，故無法詳列 

 

項目 費用 說明 

審核費用 

Evaluation Fee 

美金 185,000

元 

必要費用。 

每筆申請案的審核費用為美金 185,000 元，

在申請投遞時預繳的訂金（美金 5,000 元）

可在正式支付審查費用時扣除。 

註冊管理機構服務審

核費用 Registry 

Services Review Fee 

美金 50,000 元 非必要費用。 

只有在提出註冊管理機構服務審查需求時，

才需要繳交。 

法律權力反對意見

Legal Rights Objections 

爭議處理費 

美金 10,000 元 非必要費用。 

當收到他人針對你所申請的字串提出法律權

力反對意見時，應支付爭議處理費美金

10,000 元；倘最後爭議處理獲勝，則可退

回美金 8,000 元。 

社群優先審核費 

Community Priority 

Evaluation 

美金 10,000～

22,000 元 

非必要費用。 

當有他人也申請相同或類似的 new gTLD 字

串，且無法私下調解時會以拍賣方式處理。

但是當他人是以支持或服務特定社群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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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費用 說明 

new gTLD 申請目的的「社群申請案」時，

則是透過「社群優先審核」流程解決。 

當發生字串爭議展開社群優先審核時，參與

審核的申請人皆需支付審核費用。審核中達

到一定分數的申請人，可於事後退款。 

 

8.  New gTLD 申請的維護費用預估 

參考前期 ICANN 所公布的 new gTLD 申請指南，申請到 new gTLD 後的維護成本估算

如下表。須注意的是，下表所列以支付給 ICANN組織以及後台技術服務業者的費用為主，

並未包括申請人成為域名註冊管理機構後，針對域名管理所投入之人力成本及相關業務

費用。這些人力成本與業務費用可能會隨域名雜度或應用策略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 

 

項目 費用估算 說明 

支付給 ICANN 的固定

費用 

每季美金

6,250 元 

固定費用。 

每季支付 ICANN 之維護費用。 

支付給 ICANN 的其他

手續費用 

美金 0.25 元

*域名註冊量 

非固定費用。 

一季或一年內超過 50,000 筆新增域名才需支

付，以每年新增（包括首次註冊、更新註冊、

從其他 registrar 轉移）域名筆數*0.25 美金

計。 

支付給後台技術營運

供應商的費用 

每年美金

60,000 元 

固定支付費用，但金額可能有異。 

實務運作上，域名註冊管理多將後台技術服務

外包給專門的註冊管理機構服務供應商

（Registry Service Provider，RSP）來提供，此

費用即為該技術委外費用，此費用會隨註冊量

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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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費用估算 說明 

支付給註冊資料託管

的費用 

每年美金

3,000 元 

固定支付費用，但金額可能有異。 

資料託管服務是指，由受信任的中立第三方將

域名註冊人及其相關之聯繫方式以最即時之方

式將資料副本保存在資料託管機構中，當遇有

符合緊急應變之情況時，始能存取受託管之資

料副本。此費用會隨註冊量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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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作新頂級域名之後台技術 

大部分的註冊管理機構都是將後台服外包給註冊管理機構服務供應商（Registry Service 

Provider，RSP）。本節主要說明 RSP 所提供服務內涵，整理出目前營運中的 RSP 清單，並針

對市占率較高的前 5 名 RSP 進行介紹，作為潛在 new gTLD 申請者評估參考。此外，本節也重

點整理 ICANN 全球域名部門（Global Domain Division，GDD）發布之《註冊管理機構營運方例

行營運手冊》（GDD General Operations Handbook for Registry Operators）。 

 

1. 後台註冊管理服務營運業者簡介 

ICANN 對「後台註冊管理服務營運業者」的定義為：和註冊管理機構有合約關係，

負責執行 gTLD 註冊管理關鍵功能的組織，所謂的註冊管理關鍵功能則包括以下幾項： 

⚫ DNS 解析。 

⚫ DNSSEC 區域簽署（若註冊管理機構提供 DNSSEC 服務）。 

⚫ 註冊系統共享（Shared Registration System，SRS），通常透過可延伸供應通訊協

定（Extensible Provisioning Protocol，EPP）提供。 

⚫ 註冊資料目錄服務（Registration Data Directory Services，RDDS） 

⚫ 註冊管理資料代管（Data Escrow） 

 

RSP 也可能提供其他如付款記錄、定期通報、帳戶管理工具，以及 TLD 註冊資料庫

相關的技術服務。 

 

根據 2018 年的競爭、消費者信任和消費者選擇（Competition,  Consumer Trust and 

Consumer Choice，CCT）審核結案報告內容，至 2016 年 5 月為止，944 家已開始營運的

new gTLD 註冊管理機構中，超過一半（495 家）選擇與當地國家的後台服務供應商合作，

超過六成（627 家）選擇使用同一地理區域（依 ICANN 的全球五大地理區域劃分）的後台

服務供應商18。 以下依地區進一步列出詳細資料： 

 

 

 

 
18 https://mm.icann.org/pipermail/cct-review/2016-May/000461.html 

https://mm.icann.org/pipermail/cct-review/2016-May/000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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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地區分布的註冊管理機構選擇 RSP 情形 

地區 註冊管理機構選擇 RSP 情形 

非洲 非洲境內總共 10 家註冊管理機構中，3 家與國家境內的 RSP 合作。這 3 家註

冊管理機構合作的 RSP 都是同一家（Domain Name Services (Pty) Ltd.；公司網

站：https://dns.net.za/） 。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內總共 17 家註冊管理機構中，5 家使用國家境內的 RSP，6 家使用

位於拉丁美洲的 RSP。 

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共 163 家註冊管理機構中，81 家使用國內 RSP，102 家與位於亞太

地區境內的 RSP 合作。  

北美洲 北美洲共 441 家註冊管理機構中，357 家使用國內 RSP，409 家使用北美洲境

內的 RSP。 

歐洲 歐洲共 352 家註冊管理機構中，僅 49 家使用國內的 RSP，但有 107 家使用歐

洲境內的 RSP。  

 

由上可知，雖然約超過一半的 new gTLD 註冊管理機構選擇使用地理位置相近的

RSP，仍有很多註冊管理機構並未如此。這也顯示，地理位置的遠近並不影響 RSP 為註冊

管理機構提供相關服務。 

 

以下為 CCT 審核進行當下（2016 年 12 月），全球規模最大的前 6 家 RSP，以及他們

服務的註冊管理機構規模（轄下域名總數）分佈19。從圖中可看到，全球域名註冊數量最

多（超過 50 萬）的前 8 名 new gTLD，略集中於前 3 大 RSP，分別是英國的 CentralNic、中

國的互聯網域名系統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及美國的 Neustar。 

 
19 ICANN 2018 Competition, Consumer Trust, and Consumer Choice Review Final Report  

https://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roceeding/competition-consumer-trust-and-
consumer-choice-review-team-cct-final-report--recommendations-08-10-2018  

https://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roceeding/competition-consumer-trust-and-consumer-choice-review-team-cct-final-report--recommendations-08-10-2018
https://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roceeding/competition-consumer-trust-and-consumer-choice-review-team-cct-final-report--recommendations-08-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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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前六大 RSP 管理（依 TLD 數量） 

 

CCT報告中也提到，RSP向註冊管理機構收取的費用，會依註冊管理機構擁有的域名

數量而異（數量越多費用越高），每個 RSP 的價格計算方式也不盡相同。舉例而言，有的

RSP 是依每筆註冊域名收取固定費率；有些則視域名多寡，調整單筆域名的收費價格；也

有 RSP 不計算域名數量，而是要求註冊管理機構支付利潤的百分之幾。有鑑於此，域名數

量越少的註冊管理機構，須向 RSP 支付的金額也越低。 

 
 

2. 2021 年營運中 RSP 清單 

參考 CCT 報告中引用 ICANN ORG 提供予 CCT 審核小組織清單，以及 new gTLD stats

網站20中 2021 年最新清單，目前共有 34 家 RSP 業者，依名稱字母排序整理如下表。 

 2021 年營運中 RSP 清單 

#  RSP 名稱 所在國家 

1 Afilias Limited（2020 年由 Donuts 併購） 美國 

2 AFNIC 法國 

3 Beijing Tele-info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中國 

4 Canadian Internet Registration Authority (CIRA) 加拿大 

5 CentralNic 英國 

6 China Organizational Name Administration Center 中國 

 
20 https://ntldstats.com/backend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tldstats.com/backend&sa=D&source=editors&ust=1633573186578000&usg=AOvVaw0EzRwXodWPG7R2hCuqhl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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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P 名稱 所在國家 

7 CoCCA Registry Services (NZ) Limited 紐西蘭 

8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中國 

9 CORE Association 瑞士 

10 Domain Name Services (Pty) Ltd. 南非 

11 Donuts Inc. 美國 

12 Flexireg 俄羅斯 

13 GMO Registry, Inc. 日本 

14 GoDaddy Registry 美國 

15 Google Inc. 美國 

16 Hong Kong Internet Registration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 

17 Japan Registry Services Co., Ltd. 日本 

18 Knipp Medien und Kommunikation GmbH 德國 

19 Korea Internet & Security Agency (KISA) 韓國 

20 LEMARIT GmbH 德國 

21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México S.C. 墨西哥 

22 NIC.br 巴西 

23 Nominet 英國 

24 Qinetics Solutions Sdn Bhd 馬來西亞 

25 RyCE GmbH 奧地利 

26 SIDN (Stichting Internet Domeinregistratie Nederland) 荷蘭 

27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 臺灣 

28 Technical Center of Internet 俄羅斯 

29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UAE 阿聯酋大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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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P 名稱 所在國家 

30 Thai Name Server Co., Ltd. 泰國 

31 TLD-BOX 奧地利 

32 UNR Corp. 開曼群島 

33 Verisign, Inc. 美國 

34 ZDNS 中國 

  

以下針對市占率較高的前 5 名 RSP 進行介紹，內容包括組織簡介、所屬國家、支援

TLD 類型以及目前支援後台服務的 new gTLDs 等。納入資料整理的 RSP 包括：CentralNic、

Donuts、GoDaddy Registry、Nominet、GMO Registry 等 5 家。 

 

⚫ CentralNic 

組織簡介 

CentralNic 成立於 1995 年，是歷史最悠久的註冊管理機構。CentralNic

在自然成長、贏得新客戶及收購下，過去 7 年內有 6 年的年度規模番倍

成長。CentralNic 致力打造全方位平臺服務，經營理念是提供所有顧客

世界及的域名及相關網路服務解決方案。 

 

CentralNic 成功開發並維護自有軟體平臺以提供全球域名服務。在 2011

至 2012 年間，在公司成長戰略下，CentralNic 成功贏得超過 100 個

new gTLD 及 ccTLD 註冊管理機構客戶，為對方提供註冊管理、分發域

名、DNS、行銷，以及域名政策和濫用管理服務。 

國家 英國 

支援 TLD 類型 ccTLD、gTLD、地理 TLD、品牌 TLD 

是否支援 IDN 是 

支援 new gTLD 數量 97 

後台支援服務 

前十大客戶 
.xyz、.online、.site、.icu、.store、.bar、.tech、.space、.website、.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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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域名總數 11,687,401 

提供服務 

✓ 註冊管理後台技術 

✓ 域名註冊 

✓ 域名品牌管理顧問服務 

✓ 域名投資顧問 

✓ 線上廣告服務 

 

⚫ Donuts Inc. 

組織簡介 

Donuts 成立於 2010 年，乃瞄準 2012 年 new gTLD 申請回合開放的商機

而成立。 

 

Donuts 管理的 new gTLD 數量為全世界最多（多達 242 筆），其也提供

受理註冊機構客戶查找、註冊、使用及銷售高品質域名的服務。Donuts

於 2016 年併購註冊管理機構 Rightside，並於 2020 年併購 Afilias 的註冊

管理後台系統、DNS 和網路安全專業解決方案，因此擴大了業務版圖。 

國家 美國 

支援 TLD 類型 ccTLD、gTLD、地理 TLD、品牌 TLD 

是否支援 IDN 是 

支援 new gTLD 數量 247 

後台支援服務 

前十大客戶 

.live、.life、.world、.ltd、.email、.digital、.today、 

.group、.studio、 .solution 

管理域名總數 4,870,731  

提供服務 

✓ 註冊管理後台技術 

✓ 域名註冊 

✓ 域名品牌保護 

✓ 域名投資顧問 

✓ 受理註冊機構工具（域名搜尋最佳化、域名註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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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addy Registry 

組織簡介 

成立於 1997 年，GoDaddy 原本是一家以網站代管和域名受理註冊為

主軸的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 ICANN 認證受理註冊機構，旗下管理超

過 4 千萬筆域名。 

 

GoDaddy 於 2020 年併購 Neustar 的註冊管理機構服務，並重新命名為

GoDaddy Registry。如今，GoDaddy Registry 是領導全球的域名註冊管

理服務供應商，負責維護超過 200 筆常見的 TLD。 

國家 美國 

支援 TLD 類型 ccTLD、gTLD、地理 TLD、品牌 TLD 

是否支援 IDN 是 

支援 new gTLD 數量 201 

後台支援服務 

前十大客戶 

.club、.buzz、.cloud、.one、.win、.nyc、.earth、 

.health、.trade、.party 

管理域名總數 2,196,514 

提供服務 

✓ 註冊管理後台技術 

✓ 域名註冊 

✓ 域名管理營運顧問服務 

✓ 域名合規及濫用監測 

✓ 域名品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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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inet 

組織簡介 

Nominet 是英國國碼域名.uk 的註冊管理機構，其於 1996 年 5 月 14 日

成立，是一家私人、非盈利的會員制有限責任公司。 

該公司在 2011 年 11 月宣布要成為 new gTLD 註冊管理機構的營運技術

服務供應商，並被被威爾斯政府選為 .cymru 和 .wales 提供註冊管理功

能。除此之外，Nominet 也是城市頂級域名.london，以及.bbc 等品牌

TLD 的註冊管理後台服務提供商。 

國家 英國 

支援 TLD 類型 ccTLD、gTLD、地理 TLD、品牌 TLD 

是否支援 IDN 是 

支援 new gTLD 數量 86 

後台支援服務 

前十大客戶 

.vip、.work、.realtor、.fit、.casa、.bayen、.law、.wedding、.surf、.be

er 

管理域名總數 1,820,701 

提供服務 

✓ 註冊管理後台服務 

✓ 緊急後台註冊管理營運（Emergency Back-end Registry Operator, 

EBERO） 

✓ .uk、.wales、.cymru 域名註冊服務 

✓ .uk 域名爭議處理 

✓ 域名安全防護服務（Protective DNS） 

 

⚫ GMO Registry 

組織簡介 

GMO Registry 是 GMO Internet Group 旗下公司，也是日本第一家註冊

管理機構。GMO Registry 的服務項目包括頂級域名的註冊管理營運，

以及註冊管理後台技術服務及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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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O Registry 在 2011 年獲得東京都廳委託管理 .tokyo 頂級域名，其也

負責數個新頂級域名的註冊管理、營運和銷售活動，包

括.shop、.nagoya、.yokohama 等。 

 

此外，全球知名品牌.canon、hitachi 及.toshiba，以及印尼 ccTLD 的註

冊管理營運也由 GMO Registry 負責。 

國家 日本 

支援 TLD 類型 ccTLD、gTLD、地理 TLD、品牌 TLD 

是否支援 IDN 是 

支援 new gTLD 數量 49 

後台支援服務 

前十大客戶 

.shop   .tokyo   .nagoya   .yokohama   .okinawa   .ryukyu 

.roray    .canon   .komatsu 

管理域名總數 1,314,439 

提供服務 
✓ TLD 註冊管理營運 

✓ TLD 註冊管理後台服務及支援 

 

 

3. 《註冊管理機構營運方例行營運手冊》重點整理 

ICANN 組織下的全球域名部門（Global Domains Division，GDD）主要任務有兩項，一

是 ICANN 域名政策的實施，二是監管並執行網際網路指派號碼權威（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ANA）功能。GDD 部門下的運作、技術服務、全球支援中心，以及註

冊管理服務及交流團隊，是註冊管理機構營運方最常接觸的幾個單位。以下簡介各子部

門主要工作： 

⚫ 運作子部門：主要任務是為 gTLD 申請人及合約方（註冊管理機構與受理註冊機

構）提供以下服務：註冊管理服務評測政策（Registry Services Evaluation 

Policy，RSEP）要求、註冊管理營運方名稱更動、管理權更動，以及子合約服務

供應方（Material Subcontracting Arrangement ，MSA）更動。 

⚫ 技術服務子部門：負責管理技術專案，並就 DNS 相關技術議題提供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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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支援中心：提供全球的註冊管理營運機構上班日 24 小時的支援服務。 

⚫ 註冊管理服務及交流（Registry Services & Engagement）子部門：支援註冊管理

營運方履行合約義務。 

 

本節亦就 GDD 的《註冊管理機構營運方例行營運手冊》當中有關「常見提供給

Registry 的服務」，以及註冊管理營運方義務等項目進行重點整理。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管理權更動 

（Change of 

Control） 

基本受理註冊機構協議中明定，註冊管理機構可向 ICANN 提出更動

管理權的要求。若希望更改協議中註冊管理營運負責單位，亦可提

出此要求。 

子合約服務供應方 

（MSA）更動 

MSA 更動指註冊管理營運方要求更改提供（一項或多項）gTLD 註冊

管理服務（如 DNS）的合作供應商。此類要求中最常見的，是註冊

管理營運方希望更動他們的後台服務供應商（RSP）。 

持續營運證明 

（Continued 

Operations 

Instrument，COI）

修正 

COI 目的是確保 gTLD 註冊管理服務營運遇到問題時，仍有足夠財務

資源確保 gTLD 的關鍵註冊管理功能持續運作。註冊管理營運方可向

ICANN 提出要求，依轄下 gTLD 的數量成長預測修正 COI 資金多寡，

或更改資金來源指定銀行。 

社群 gTLD 更動要求 ICANN 的基本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中的規範 12，乃為社群 gTLD 註冊管

理營運方所植入的空白章節；社群 gTLD 註冊管理營運方須提供該

gTLD 專用的社群註冊政策，並放在規範 12 項下。註冊管理營運方若

提出社群 gTLD 更動要求，則可以調整社群註冊政策內容而無須完全

移除規範 12，避免過度放寬或限縮註冊資格，對該社群 TLD 的註冊

人造成不良影響。 

資料託管單位（Data 

Escrow Agent，

DEA）更動要求 

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遵守基本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中規定指定資料託

管單位，以防範緊急狀況。註冊管理營運方可透過域名服務帳戶提

出 DEA 更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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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註冊管理機構協議

終止 

根據基本註冊管理機構協議，協議雙方都可以依協議中條款要求終

止合約。 

註冊管理營運方名

稱更動 

若註冊管理營運方的公司名稱改變，且此改變並非由於經營權易

手，則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透過此服務通知 ICANN，並提出名稱更動

要求。 

註冊管理機構與受

理註冊機構協議 

（Registry-Registrar 

Agreement，RRA）

更動 

RRA 中某些條款，如註冊管理營運方欲更動，須徵求 ICANN 同意。

此流程即為此目的設置，確保 ICANN 同意註冊管理營運方更動 RRA

內容更動前，充分聽取受理註冊機構意見（也有可能需要開放徵求

公眾意見）。 

註冊管理服務評測

政策（RSEP） 

本政策乃通過 ICANN 社群重視政策制定流程所建立。本政策提供新

增、調整或移除註冊管理服務功能的機制。 

開放註冊 2 字元

ASCII 標籤 

基本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中規定，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保留第二層的 2

字元 ASCII 標籤，不得開放註冊。然而，若註冊管理營運方已設置防

止混淆的措施，則可開放 2 字元 ASCII 標籤註冊。 

 

註冊管理機構有義務遵守基本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以下為註冊管理機構的義務概

要；雖然許多註冊管理機構會將這些義務交由第三方或 RSP 執行，但根據協議，義務責任

方仍為註冊管理機構。 

⚫ 持續性義務 

義務內容 說明 

透過註冊管理服務評測政策

（RSEP）提出新註冊服務要求 

註冊管理營運方如欲新增、修正或移除任何註冊管理服

務，都須透過 RSEP 提交申請 ICANN 許可。RSEP 將評估申

請內容是否有安全、穩定或妨礙競爭的問題。 

遵守共識政策及臨時政策 共識政策乃經由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政策制定流程產

出，轉換為註冊管理營運方及 ICANN 認證受理註冊機構須

遵守的合約要求。在頒布新政策前，ICANN ORG 會發送通

知，公告政策生效日期及政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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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內容 說明 

容許根區檔案存取 根區檔案必須公開，且註冊管理營運方應根據基本註冊管

理機構協議規範 4 下第二節的規定，許可或拒絕根區檔案

存取要求。中央根區資料伺服器（Centralized Zone Data 

Server，CZDS）提供存取、下載這些檔案的集中化管道。 

公開部份註冊資料 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根據註冊管理機構協議規範 4，提供

公開註冊資料目錄服務（Registration Data Directory 

Service，RDDS）21。 

保留域名 ICANN 網站中的保留名稱（Reserved Names）頁面，列出

所有註冊管理營運方不得發配或使用的域名及相關資訊。 

符合互通運作暨延續性

（Interoperability/Continuity）

標準 

基本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中第六條特別條款規定：註冊管理

營運方應確保註冊管理服務、濫用減緩及 gTLD 生命週期

間的整體註冊服務延續性。註冊管理營運方也必須在轄下

gTLD 網站中，公告 DNS 安全擴充程式（DNS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實踐聲明及濫用通報聯絡資訊。 

發布國際化域名（IDN）字表 提供 IDN 服務的註冊管理營運方須遵守 ICANN 的 IDN 實施

指南，並在 IANA 資料庫（Repository）中發布 IDN 字表。 

遵守權利保護機制（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RPM） 

RPM 是保護商標權利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機制。註冊管理

營運方須遵守的 RPM 包括商標資料中心相關要求、統一快

速終止（Uniform Rapid Suspension，URS），以及商標發派

後爭議解決程序（Trademark Post-Dele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TMPDDRP）。 

維護持續營運證明（COI） 根據註冊管理機構協議規範 8，註冊管理營運方自協議生

效日起，必須維護 COI 至少六年。COI 必須提供在緊急轉

移情況下，足以支應 5 項註冊管理關鍵服務的資金。 

註冊管理營運方行為守則

（Code of Conduct） 

行為守則之目的為保護 gTLD 註冊人。除非經 ICANN 特別

同意，註冊管理營運方須遵守註冊管理機構協議規範 9 中

列出的行為守則。 

註冊管理服務效能 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遵守規範 10 中列出的效能規範，避

免緊急轉移情形。 

 
21 目前應遵守〈過渡政策〉（Interim Registration Data Policy for gTLDs）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served-2013-07-08-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interim-registration-data-polic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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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內容 說明 

遵守公共利益承諾（Public 

Interest Commitment，PIC） 

規範 11 中有 4 節： 

• 節 1：註冊管理營運方僅會和已簽署 2013 年版受理

註冊機構認證協議（2013 RRA）的受理註冊機構合

作。  

• 節 2*：註冊管理營運方在提出此 gTLD 申請時，列

出預計遵守的承諾內容。 

• 節 3：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在與受理註冊機構的協

議中，列出禁止濫用、維護安全威脅通報、確保註

冊政策透明度等規範。 

• 節 4*：其他未於申請階段提出的承諾內容。 

* 非必要，且不一定須列入受理註冊機構協議。 

社群註冊政策（若適用） 若註冊管理營運方當初以社群類別提出申請並通過，則註

冊管理營運方必須於規範 12 下列出社群註冊政策。 

遵守規範 13（.BRAND）條款 品牌 TLD 可利用規範 13，調整基本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以符

合品牌 TLD 的特別需求。針對品牌 TLD 的特別規範之一，

是品牌 TLD 的註冊人只能是註冊管理營運方本人、子公司

或商標證照。註冊管理營運方也須管制該 TLD 下所有層級

的 DNS 紀錄，並每年提供遵守上述規定的證明文件。 

確保所有記錄中的聯絡資訊是

最新資料 

若註冊管理營運方組織或下游供應商有任何聯絡資訊更

動，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從帳戶提出更動申請，確保所有

聯絡資訊都是最新資料。 

確保「通知對象」聯絡資訊正

確 

基本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中規定，ICANN 將合約相關通知發

送至註冊管理營運方於協議中指定的聯絡人。如需更新此

資訊，一樣必須從帳戶中提出異動申請。註冊管理機構協

議中規定，註冊管理營運方須於聯絡人異動後 30 天內提

出更動申請。 

 

⚫ 每日義務 

義務內容 說明 

傳送託管資料並發送通知 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依規範 2 下條款，與 ICANN 核可的

資料托管單位（DEA）合作。除此之外，註冊管理營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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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必須每日傳送包含託管資料確認報告的聲明給 ICANN，

確認已檢查託管資料內容且內容正確無誤。 

 

⚫ 每週義務 

義務內容 說明 

提供大量註冊資料存取 根據規範 4 第 3.1 節，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每週提供最新

註冊資料給 ICANN。 

 

⚫ 每月義務 

義務內容 說明 

提交交易及功能報告 每個日曆月結束後的 20 個日曆天內，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在註

冊管理機構報告介面（Registry Reporting Interface，RRI）中提交

交易報告，報告格式如規範 3 規定。 

 

⚫ 每季義務 

義務內容 說明 

支付註冊管理機構常規費用 註冊管理營運方美紀必須支付 6,250 美元的固定費用。 

支付註冊管理機構交易費用 此費用等於該季內新註冊或續約的新增註冊數量*0.25 美金。

但唯有在一季內域名新增超過 50,000 筆，或連續 4 季加總超

過 50,000 比註冊域名時，受理註冊營運方才需支付此費用。 

 

⚫ 年度義務 

義務內容 說明 

繳交年度證明和內部審核

結果 

每日曆年結束後的 20 個日曆天內，註冊管理營運方必須進行內

部審核，必將審核結果繳交至 ICANN ORG。 

 



 

59 

(四) 域名與商標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對商標所有權人而言，new gTLD 如同網際網路，是嶄新機會也是挑戰。機會在於利用

網路空間打造品牌價值、服務顧客並創造收益，挑戰則在於保護商標及智慧財產權，避免遭

濫用而導致商譽受損，甚至波及消費者。 

 

傳統上，商標所有權人必須仰賴包括如商標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公平競爭

或特定的反網路蟑螂法條等國家法律，在國內以訴訟方式處理網路上的侵權事件。這表示商

標所有權人不只要有充分的相關法律知識，還需要花費大筆金錢和時間。為打造安全、值得

信任的網路環境，ICANN 的 new gTLD 計畫提供一系列的權利保護機制（Right Protection 

Mechanism，RPM），無論是在新的 TLD 字串「發配前」或「發配後」，都有相應的權利保護

機制供權利所有人伸張權利。 

 

本節蒐集有關頂級域名字串的商標與智慧財產權保護之資訊，內容將從商標擁有者角

度切入，說明機制運作方式，以及如何提出申請、延伸費用等。此外，本節也額外介紹有關

第二層域名有關的爭議處理機制。納入本節資料蒐集範圍之相關機制如下列，後段依序說明

各項機制之重點內涵。 

⚫ 法律權利反對意見（Legal Rights Objections，LRO） 

⚫ 全球商標資料中心（Trademark Clearinghouse，TMCH） 

⚫ 商標發配後爭議處理程序（ Trademark Post-Dele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Trademark PDDRP） 

⚫ 統一快速中止（Uniform Rapid Suspension，URS） 

⚫ 統一域名爭議解決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UD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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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權利反對意見（LRO） 

⚫ 簡介 

根據 2012 年申請指南，如反對特定申請字串，可遵循 ICANN 程序22提交反對意見，

並經爭議處理程序，由獨立委員會審理。反對者可依 4 種依據提出反對意見，包括字串混

淆、法律權利、限制公共利益及社群反對意見。本部分僅介紹與權利保護機制相關的法

律權利反對意見（Legal Rights Objections，LRO）。 

 

1 資格 權利所有人。 

2 服務供應方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仲裁暨調解中心23。 

3 語言 所有法律權利反對意見（LRO）僅能以英文提出。 

4 須提交資料 • 反對人的姓名及聯絡資訊。 

• 為何反對人有權反對此字串的說明文字。 

• 反對緣由說明： 

o 反對此字串的明確根據。 

o 詳盡說明反對意見為何有效成立。 

• 反對緣由的佐證文件。 

5 費用 針對單一申請案、僅由一名專家審理的反對案為 10,000 美元（其中

包含無法退費的 2,000 美元行政費用），若反對成功，將退費 8,000

美元。 

 

⚫ 爭議處理流程 

反對者必須直接向爭議處理服務供應方（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 provider，DRSP）

提出反對意見，而非向 ICANN 提出。相關流程彙整如下。 

 

 法律權利反對意見爭議處理流程 

 
22 WIPO Legal Rights Objections Rules of Procedure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amc/en/docs/wipolrorules.pdf  
23 WIPO website https://www.wipo.int/amc/en/domains/lro/faq/#11a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amc/en/docs/wipolrorules.pdf
https://www.wipo.int/amc/en/domains/lro/faq/#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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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檢查 
收到反對意見後，DRSP 會在 14 個日曆天內針對每筆反對意見展開行

政檢查。 

2 
合併案件 

consolidation 

確認完所有收到的反對意見後， DRSP 可決定合併審理性質類似、反

對對象相同的案件。申請人和反對者也可提議合併審理，但是否合併

審理將由 DRSP 全權決定。 

3 調解 
實際進入爭議處理程序前，反對者與申請人可以（非強制）先行調

解。若有調解意願，DRSP 也將提供相關服務。 

4 
組成專家審核

委員會 

一般情況將由一名專家負責審核，若反對者與申請人雙方同意，也可

申請由三名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審核。專家皆具智慧財產權專業經

驗。 

5 審核 
審核期間，委員可要求雙方提交其他說明文件。除特殊例外情形，審

核無需舉行實體聽證會議。 

6 爭議處理結果 

爭議處理結果將以文字呈現，內容包含： 

• 爭議內容及相關發現； 

• 勝訴方指名； 

• 爭議處理結果根據說明。 

所有爭議處理結果將公佈於 DRSP 網站。 

 

⚫ 爭議處理原則 

若反對依據為商標權利，則審核委員會應檢視以下事項（不僅限）： 

(1) 申請字串的長相、發音、含義是否與反對者持有的商標相同或相似。 

(2) 反對者是否正當取得及行使商標權利。 

(3) 相關領域內的大眾認知中，該字串是否與申請人、反對者或其他第三方有所連

結，以及連結是否強烈。 

(4) 字串申請人的申請意圖。包括申請人在申請當下是否已知該字串為反對者持有

之商標，有無可能真的不知道該字串為商標，以及申請人有沒有申請多筆與商

標類似或相同之 TLD 字串的不良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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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人是否原本就以正當、不傷害反對者（商標持有人）法律權益的方式，使

用該字串提供服務、商品或資訊。 

(6) 申請人是否擁有該 TLD 字串的相關商標或智慧財產權；若有，申請人是否正當

取得及行使相關權利；若正當，申請人是否將以相同方式使用該 TLD 字串。 

(7) 申請人是否本來就以該 TLD 字串為大眾所知；若是，申請人是否將以大眾熟知

的名義、正當使用 TLD 字串。 

(8) 申請人的預計使用方式，是否有可能造成大眾將 TLD 字串與反對者持有商標混

淆，以為反對者的商標擁有、贊助此 TLD，或與 TLD 有合夥關係，或為此 TLD 背

書。 

 

2. 全球商標資料中心（TMCH） 

全球商標資料中心（Trademark Clearinghouse，TMCH）是 ICANN 指定成立的中央資

料庫，存放已註冊、法院認證，或法律或協議保護的商標。TMCH 本身並非一種權利保護

機制，而是用來協助權利保護機制運作。其中，需使用 TMCH 的兩項主要機制分別為日出

搶註（Sunrise Registration）及商標維護（Trademark Claims）。 

 

其中，在日出搶註期間，商標持有人可以在域名開放大眾註冊前的日出搶註

（Sunrise services）期間，優先註冊持有商標的相關域名。所有 new gTLD 註冊管理機構都

應開放至少 30 天的日出搶註期。 

 

日出搶註結束後便進入商標維護期，在此期間雖然域名已開放大眾註冊，但若有人

註冊的域名符合 TMCH 資料庫中登錄的商標，將收到通知，提醒此域名是註冊商標。同

時，商標持有人也會收到通知。商標維護期一般與大眾註冊同時開始，維持至少 90 天。 

 

資格 商標權利所有人或其委任代理人。 

服務供應方 TMCH 由 Deloitte 負責維護。 

服務代理商清單：https://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agents 

語言 應以商標證明所使用的語言提供商品或服務說明。若希望以另一種語言提

供，則須另外提供商標證明的公證翻譯。 

https://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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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交資料 • 權利所有人（及代理人）的姓名及聯絡資訊。 

• 註冊商標資訊（如商標下販售的商品或服務、商標註冊日期、國家

及編號等相關資訊）。 

• 商標註冊證明文件。 

• 使用證明（如宣傳手冊、官方網站等使用商標的宣傳品）。 

費用 TMCH 提供 2 種價格方案（美元計價）。 

基本方案： 

商標數量 1 年 3 年 5 年 

1 150 435 725 

 

進階方案： 

商標數量 1 年 3 年 5 年 備註 

0-1,000        145 435 725 採累進式計費。舉例而

言：前 1,000 筆註冊為每

筆 145 元，自第 1,001 筆

起至 15,000 筆為每筆 135

元。 

1,001 - 15,000 135 405 675 

15,001 - 40,000 120 360 600 

40,001 - 90,000 105 315 525 

超過 90,000 95 285 475 

 

資源 ⚫ https://newgtlds.icann.org/en/about/trademark-clearinghouse/faqs 
⚫ https://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 
⚫ https://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content/priority-registration-

trademark-holders 

 

  

https://newgtlds.icann.org/en/about/trademark-clearinghouse/faqs
https://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
https://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content/priority-registration-trademark-holders
https://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content/priority-registration-trademark-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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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配後爭議處理程序（PDDRP） 

若權利人因特定 new gTLD 註冊管理機構行為而權利受侵害，可透過「發配後爭議處

理程序」（Post-Dele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PDDRP）提出投訴。PDDRP 共有

3 種類型，分別是商標 PDDRP、註冊管理機構限制事項爭議處理程序（Registry Restriction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RRDRP），以及公共利益承諾爭議處理程序（Public Interest 

Commitments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PICDRP）；上述爭議處理程序都由 ICANN 委任

的外部單位負責。 

 

⚫ 商標發配後爭議處理程序（Trademark PDDRP）：若註冊管理機構有在 new gTLD 頂級

域名或第二層域名侵犯商標權利的情形，受害者可訴諸商標 PDDRP。透過商標 PDDRP

提出投訴的至少 30 天前，商標所有權人必須通知註冊管理機構相關侵權情形，並表達

會面處理此議題的意願。 

⚫ 註冊管理機構限制事項發配後爭議處理程序（RRDRP）：若 new gTLD 註冊管理機構以

社群名義申請並取得 new gTLD 字串，則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中會有社群 TLD 特定的相關

條款。任何社群 TLD 宣稱代表之社群，若因註冊管理機構違反註冊管理機構協議中相

關條款而權益遭損害或侵犯，便可透過此 RRDPR 提出投訴。投訴人必須先經由 ICANN

一般投訴管道向 ICANN 履約部門提出投訴；若投訴結果未能滿足投訴人，才能進一步

利用 RRDRP 提出投訴 

⚫ 公共利益承諾爭議處理程序（PICDRP）：若註冊管理機構未符合註冊管理協議中第 11

條規範（Specification 11）中的公共利益承諾，則可循 PICDRP 提出投訴。投訴人必須

先經由 ICANN 一般投訴管道向 ICANN 履約部門提出投訴；若投訴結果未能滿足投訴

人，才能進一步利用 PICDRP 提出投訴。 

由於本研究目的為介紹商標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機制，下表詳盡介紹「商標發配後

爭議處理程序」內涵。 

資格 權利所有人或其委任代理人。 

服務供應方 • 亞洲域名爭議仲裁中心（The Asian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ADNDRC） 

• 美國國家仲裁協會（The National Arbitration Forum ，NAF） 

•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語言 所有投訴僅能以英文提出，爭議處理流程也僅以英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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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交資料 • 投訴人（及其代理人）的姓名及聯絡資訊。 

• 說明爭議內涵及列出相關證明的文件，內容應包含（20 頁 5000 字為

上限）： 

o 簡要說明投訴人擁有的法律權利、引起爭議的商標及投訴依據。 

o 詳盡說明投訴人的權利聲明為何、如何符合前揭投訴依據的所有

條件。 

o 詳盡說明為何投訴屬實，以及投訴人為何有權獲得補償。 

o 說明投訴人已於至少 30 天前書面通知註冊管理機構： (i) 對方何

種行為侵害投訴人的商標，以及投訴人認為造成的問題； (ii) 會

面協商的意願。 

o 說明投訴人如何使用此商標（包括商標下販售的商品／服務、商

標年資及適用地區、所有線上使用證明等），或商標如何受法

律、協議保護，經法院認證或通過 TMCH 驗證。 

o 證明投訴人說法的文件影本，包括商標使用證明及域名註冊紀

錄。 

o 宣誓投訴人並非基於不良企圖而提出投訴。 

o 說明投訴之域名如何傷害投訴人的商標權利。 

費用 
皆以美金計價 

爭議處理服務供應方 1 位委員 3 位委員 

ADNDRC $10,000 $23,000 

NAF $1,300* $2,600* 

WIPO $15,500   $30,500 

*FORUM 計價方式依域名數量不同，提出越多域名則須增加付費。本表僅

顯示提出 1-3 筆域名投訴的價格。 

資源 • https://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status/pddrp 

• https://www.wipo.int/amc/en/domains/tmpddrp/ 

• https://www.adrforum.com/domain-dispute 

• https://www.adndrc.org/ 

 

https://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status/pddrp
https://www.wipo.int/amc/en/domains/tmpddrp/
https://www.adrforum.com/domain-dispute
https://www.adnd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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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一域名爭議解決政策（UDRP） 

所有受理註冊機構皆須遵守統一域名爭議解決政策（Uniform Domain-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UDRP）。在 UDRP 下，大部分基於商標的域名爭議應經協議、法院訴

訟、爭議處理解決爭議後，受理註冊機構才可以取消、中止或轉移域名。若遭投訴的域

名有濫用行為（如網路蟑螂），商標權利人可在向爭議處理服務供應方提出投訴時，同

時申請加速行政處理程序。商標所有人可透過兩種管道啟動 UDRP： 

⚫ 在雙方適用的法律管轄區域境內，向域名持有人提出法院訴訟（若適用，亦可

就域名提出「對物訴訟」） 

⚫ 若有域名濫用行為，向爭議處理服務供應方提出投訴。 

 

資格 權利所有人或其委任代理人。 

服務供應

方 

• 阿拉伯域名爭議仲裁中心（Arab Center for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ACDR） 

• 亞洲域名爭議仲裁中心（Asian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

ADNDRC） 

• 加拿大國際網際網路爭議仲裁中心（Canadian International Internet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CIIDRC） 

• 捷克仲裁法院網際網路爭議仲裁中心（The Czech Arbitration Court 

Arbitration Center for Internet Disputes） 

• 美國國家仲裁協會（National Arbitration Forum） 

•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語言 除非雙方同意或註冊合約中特別規定，否則 UDRP 所有程序應以註冊合約使用

的語言進行。爭議處理委員會亦有權根據案件及程序情形決定使用其他語言。 

須提交資

料 

• 投訴人的姓名及聯絡資訊 

• 對造（域名持有人）的姓名及投訴人所知的聯絡資訊，包括 UDRP 啟動前

雙方溝通使用的聯絡方式。 

• 投訴域名及域名註冊的受理註冊機構。 

• 投訴人主張權利之商標，並說明使用該商標販售的商品或服務（亦可附加

說明未來計畫使用該商標販售的商品或服務）。 

• 投訴依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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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域名和投訴人（商標權利人）的商標如何長相相同或相似到令人混

淆。 

o 為何對造（域名持有人）沒有使用該域名的權利或合法權益。 

o 為何該域名是遭惡意註冊及使用。 

• 投訴人希望的救濟方式（取消或轉移域名）。 

• 列出任何針對投訴域名已提出或已結束的相關法律程序。 

• 聲明投訴人若對爭議處理判決結果有異議，將於兩造皆適用的司法管轄地

（Mutual Jurisdiction）提出法院訴訟。 

• 簽署以下聲明： 

「投訴人同意其投訴及針對註冊域名、爭議及爭議處理所提出之聲明和訴

諸救濟方式皆僅針對域名持有人，放棄對（a）爭議處理服務供應方及爭

議處理委員會（除刻意誤判之例外情形）、（b）受理註冊機構、（c）

ICANN 及其董事、執行高層、員工或代理人提出相同聲明或訴諸救濟。 

投訴人證實本投訴中所有資訊皆據投訴人所知完整無誤。本投訴並非基於

如騷擾等不當用途，且投訴中所有主張皆依本程序規定及適用法規提出。

此前提亦適用於日後程序中投訴人所有基於善意及合理論據提出的補充說

明。」 

• 所有佐證文件及文件編號目錄。 

費用 每個爭議處理單位的價格方案不同，詳情請參考以下連結： 

• 阿拉伯域名爭議中心（ACDR）：

http://acdr.aipmas.org/page.aspx?page_key=Fees 

• 亞洲域名爭議仲裁中心（ADNDRC）：https://www.adndrc.org/udrp 

• 加拿大國際網際網路爭議仲裁中心（CIIDRC）：https://ciidrc.org/how-it-

works/fee-schedule/ 

• 捷克仲裁法院網際網路爭議仲裁中心：

https://udrp.adr.eu/arbitration_platform/fees.php 

• 美國國家仲裁協會（NAF）：

https://secure.adrforum.com/ddfiling/default.aspx?Ruleset=UDRP 

•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https://www.wipo.int/amc/en/domains/fees/index.html 

資源 • 阿拉伯域名爭議仲裁中心 http://acdr.aipmas.org/page.aspx?page_key=UDRP 

http://acdr.aipmas.org/page.aspx?page_key=UD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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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域名爭議仲裁中心 https://www.adndrc.org/udrp 

• 加拿大國際網際網路爭議仲裁中心 https://ciidrc.com/ 

• 捷克仲裁法院網際網路爭議仲裁中心 https://udrp.adr.eu/ 

• FORUM https://www.adrforum.com/domain-dispute/udrp 

•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https://www.wipo.int/amc/en/domains/guide/ 

 
 

5. 統一快速中止（URS） 

針對具明顯商標侵權情形的案件，統一快速終止（ Uniform Rapid Suspension，URS）

提供比 UDRP 更經濟快速的投訴管道。本機制僅適用 new gTLD。 

 

資格 權利所有人或其委任代理人。 

服務供應

方 

• 亞洲域名爭議仲裁中心 

• MFSD srl 

• 美國國家仲裁協會 

語言 投訴應以英文提出。被投訴人的回應可以英文或投訴通知所使用的語言提出。

爭議處理委員需精通英文及投訴回應使用的語言，且具全權決定以二者中任一

語言提供爭議處理結果。 

若被投訴人無回應，則判決結果應以英文提供。 

須提交資

料 

• 投訴人的姓名及聯絡資訊 

• 對造（域名持有人）的姓名及投訴人所知的聯絡資訊，包括 URS 啟動前雙

方溝通使用的聯絡方式。 

• 投訴域名，包括該域名的 WHOIS 公開註冊資訊及（若可行）投訴域名中

侵犯商標權利的網站內容。 

• 投訴人主張權利之商標，包括使用該商標販售的商品或服務，以及商標使

用證明（如商業用途聲明或 TMCH 中的註冊資料）。 

• 投訴依據（以下擇一）： 

o 域名和投訴人（商標權利人）的商標長相相同或相似到令人混淆。 

o 對造（域名持有人）沒有使用該域名的權利或合法權益。 

o 該域名是遭惡意註冊及使用。 

• 其他說明文字（非必填，不可超過 500 字）。 

• 列出任何針對投訴域名已提出或已結束的相關法律程序。 

https://www.adndrc.org/udrp
https://ciidrc.com/
https://udrp.adr.eu/
https://www.adrforum.com/domain-dispute/udrp
https://www.wipo.int/amc/en/domains/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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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投訴人若對爭議處理判決結果有異議，將於兩造皆適用的司法管轄地

（Mutual Jurisdiction）提出法院訴訟。 

• 簽署以下聲明： 

「投訴人同意其投訴及針對註冊域名、爭議及爭議處理所提出之聲明和訴

諸救濟方式皆僅針對域名持有人，放棄對 (a)爭議處理服務供應方及爭議

處理委員會（除刻意誤判之例外情形）、(b)受理註冊機構、(c) ICANN 及

其董事、執行高層、員工或代理人提出相同聲明或訴諸救濟。 

投訴人證實本投訴中所有資訊皆據投訴人所知完整無誤。本投訴並非基於

如騷擾等不當用途，且投訴中所有主張皆依本程序規定及適用法規提出。

此前提亦適用於日後程序中投訴人所有基於善意及合理論據提出的補充說

明。」 

費用 每個仲裁中心的價格方案不同，詳情請參考以下連結： 

⚫ 亞洲域名爭議仲裁中心（ADNDRC）：https://www.adndrc.org/urs 

⚫ MFSD srl：https://urs.mfsd.it/urs-fee 

⚫ 美國國家仲裁協會（NAF）：

https://www.adrforum.com/assets/resources/URS/URS%20Supplemental%2
0Rules.pdf  

資源 ICANN URS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urs-2014-01-09-en 

 

 

 

 

  

https://www.adndrc.org/urs
https://urs.mfsd.it/urs-fee
https://www.adrforum.com/assets/resources/URS/URS%20Supplemental%20Rules.pdf
https://www.adrforum.com/assets/resources/URS/URS%20Supplemental%20Rules.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urs-2014-01-0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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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知名國際新頂級域名運用最佳實務案例分析 

本節主要針對5種不同類型所挑選的 TLD撰寫其經營案例（如下表），分析面向包括：

註冊管理機構介紹、基本資料（註冊量、註冊地區分佈、安全機制、IDN）、目標客群、營運

方式，以及行銷策略等。 

 

 納入 new gTLD 運用案例分析之新頂級域名 

類別 案例選擇 

一般具意義（generic with meaning） .earth 

利基（niche） .design 

需驗證（verified） .bank 

品牌（Brand） .fox、.kpmg 

地理名稱（Geo） .berlin 

 

其中，有關各個 TLD 的註冊量統計以及受理註冊商數量數據，為引用 ICANN 網站所公

布的註冊管理局月報告（Monthly Registry Report ）數據，均為 2021 年 2 月之統計；有關 TLD

是否已啟用 DNSSEC 安全機制則是參照 ICANN 所公布的頂級域名 DNSSEC 報告（TLD DNSSEC 

Report），資料擷取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7 日。 

 

1. 一般具意義型頂級域名：.earth 

⚫ 基本資料 

註冊管理機構 Interlink （日本） 

受理註冊商家數 70 

資料來源：.earth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後臺技術供應商 GoDaddy Registry 

上市時間 2015 年 11 月 

是否開放註冊 開放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註冊。 

註冊量 27,513 

資料來源：ICANN .earth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註冊國家分佈 美國為主（72%）、德國第二（6.3%）、英國第三（5.3%） 

資料來源：https://namestat.org/，資料日期：2021/06/06 

安全機制 已簽署 DNSSEC。 

IDN 並未提供 IDN 服務。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gistry-reports/
http://stats.research.icann.org/dns/tld_report/
http://stats.research.icann.org/dns/tld_report/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earth-2015-09-01-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earth-2015-09-0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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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費用 約 6 至 39.99 美元 

資料來源：https://tld-list.com/，資料擷取日期：2021/06/07 

 

⚫ 註冊管理機構簡介 

新頂級域名.earth 的註冊管理機構 Interlink 是成立於日本東京的科技公司暨網路服務

供應業者，自 2008 年底開始營運註冊管理機構業務。在決定應申請哪些字串作為頂級域

名（top-level domain，TLD）營運時，Interlink採取了與眾不同的做法。Interlink在 2009年

舉辦了「世界域名盃」競賽，廣邀網路使用者投票選出心目中最棒的域名。投票結果

由.earth 勝出，來自 8 個國家、超過 11,000 的選票中，有 44%將.earth 選為他們最喜愛的

頂級域名。 

 

⚫ 目標客群 

Interlink 對.earth 的願景，是地球公民、全球企業、倡議團體、非營利團體和世界領

導人皆能透過此域名齊心協力，解決地球目前最急迫的議題。而達成此願景的方式，就

是透過.earth 打造有意是、互助協作的全球文化。與 Interlink 簽約販售 .earth 域名的 70 家

受理註冊機構中，銷售量最高的是 Nimzo 98，Namecheap 與 Ukraine Hosting 則分居第二及

第三。 

 

永續、綠能科技、公民科技、生態保育等社群為 .earth 註冊之大宗。 如公眾參與治

理線上平臺 Democracy Earth Foundation，來自愛爾蘭、提供身障人士公共場所無障礙資訊

的 Access Earth ， 以 及 分 享 世 界 上 瀕 臨 消 失 的 360 景 觀 互 動 影 像 體 驗 的

Catalog.earth。 .Earth 的使用者族群並不僅限於傳統的環保組織。諸如地理空間

（geospatial）資料企業、貿易組織、旅遊公司、能源企業、創新科技、販售親自然大地

系商品的中小自營業，創作者、藝術家等，都是 .EARTH 的客群。如，自然系飾品

（https://www.jujusnature.earth/）、電動車（https://www.uniti.earth/）等。 

 

⚫ 行銷策略 

標榜愛護地球、保護地球，Interlink 期許註冊.earth 域名的註冊人都能就此成為保護

地球的使者，此也是 Interlink 在域名行銷特別彰顯的重點。 

 

https://tld-list.com/
https://www.jujusnature.earth/
https://www.uniti.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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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註冊管理機構在每年的地球日，會與受理註冊機構合作推出促銷活動。官方

部落格不時會分享  .earth 註冊使用者的環境保護計畫與精彩案例，也不定期更新

「Voices.Earth」podcast 系列，分享使用 .earth 頂級域名的註冊人亮點故事。此外，註冊

管理機構網站也提供 .earth 商標、文案、宣傳亮點等資源，供受理註冊機構參考使用。 

 

⚫ 應用案例 1.  野生動植物多媒體內容平臺 Roaring.earth 

Roaring.earth 是月瀏覽人次超過 5 千萬的野生動植物多媒體內容分享平臺，不僅提

供與大眾分享的公開內容，針對有野生動植物相關多媒體內容需求的業者，也提供客製

化圖庫服務。另一方面，Roaring.earth 也積極支持野生保育，經常與全球各地的自然保育

組織合作推廣倡議。Roaring.earth 的域名即為品牌名稱，凸顯.earth 域名所附帶的愛護地

球、保護生態的意義。 

 

（圖片來源：http://roaring.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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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2.  電動車新創公司 UNITI 

來自瑞典的新創公司UNITI，目標是打造適合現代都市環境的電動車，標榜以可回收

的碳纖維打造車體，內裝也使用有機材質。UNITI 的創辦人 Lewis Horne 選擇.earth 而不使

用企業常用的.com 域名，因為他與公司團隊都認為.earth 更能體現 UNITI 的使命價值，意

即「對環境和社會做出正面貢獻」，也能讓 UNITI 和傳統汽車產業清楚做出區隔。 

 

（圖片來源：http://uniti.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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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基型頂級域名：.design 

⚫ 基本資料 

註冊管理機構 Top Level Design LLC（美國） 

受理註冊商家數 285 家 

資料來源：.design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後臺技術供應商 CentralNIC 

上市時間 2015 年 5 月 

是否開放註冊 開放所有人註冊。 

註冊量 125,374 

資料來源：ICANN .design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註冊國家分佈 美國過半（52.5%）、中國第二（8.5%）、德國第三（7.2%） 

資料來源：https://namestat.org/，資料擷取日期：2021/06/07 

安全機制 已簽署 DNSSEC。 

IDN .DESIGN 支援 IDN 服務24。  

註冊費用 約 4.95 至 69 美元 

資料來源：https://tld-list.com/，資料擷取日期：2021/06/07 

 

⚫ 註冊管理機構簡介 

新通用頂級域名.design 的註冊管理機構 Top Level Design LLC 成立於 2012 年，公司成

立目的即是在取得並提供獨具創意的頂級域名服務。除.design 之外，Top Level Design LLC

也是.gay、.wiki 及.ink 頂級域名的註冊管理機構。公司旗下亦設有附屬受理註冊機構

Porkbun。 

Top Level Design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市，亦有派駐美國東岸及中國北

京的同仁負責當地業務。 

 

⚫ 目標客群 

.design 最主要的目標客群是網頁和使用體驗（user experience，UX）設計師及室內

設計師。但.design 客群並不僅限於單一產業，從珠寶設計、景觀設計到燈飾設計，都可

使用 .design 建立線上簡歷、網路展示商場，以及官方網站。不只設計專業適合使

 

24 .design 所支援的 IDN 清單可參考後臺技術供應商 CentralNIC 資料：

https://centralnicregistry.com/support/information/id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design-2015-05-01-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design-2015-05-01-en
https://tld-list.com/
https://centralnicregistry.com/support/information/i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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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design，許多重視設計領域的知名全球企業也會申請.design 域名，建立品牌分支網站，

用於諸如招募、內容管理、分享資源等多種用途。 

 

⚫ 行銷策略 

根據 ICANN Monthly Registry Report，共有多達 285 家受理註冊機構販售.design 域

名。其中銷售量最高的是 Top Level Design 旗下附屬受理註冊機構 Porkbun，第二及第二名

則分別為 GoDaddy 及 Namecheap。 

 

.design 不僅以設計從業人士為主要客群，也強調 design 作為頂級域名的數位品牌加

值功能，註冊管理機構經常發表如案例分析、品牌指南等資料，分享國際知名企業如何

運用.design 頂級域名招募人才、管理內容及品牌，或是分享設計資源回饋社群等。除此

之外，.design 也提供多種行銷資源。包括 LOGO 圖檔、文案及登陸頁面設計、社群媒體行

銷策略，也列舉.design 的品牌加值功能及相關推銷關鍵字等，積極協助受理註冊機構推

銷.design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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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1.  Amazon.design：招募全球頂尖設計人才 

許多企業利用.design 域名作為公司的招募網站，知名企業 Amazon 即為一例。

Amazon 涉足產業極其多元，從線上購物、電視媒體內容製作、線上音樂及內容串流服

務、個人助理服務、電子出版及電子閱讀器，到日常雜貨銷售。這也意味著 Amazon 需要

多元的傑出人才，為公司所提供的服務設計出最佳的使用體驗。 

 

amazon.design 網站試圖賦予這個巨頭企業更多「人」味，網站中陳列大量的短影

片，內容皆為不同設計師分享自身故事、設計理念，以及他們在 Amazon 的工作經驗。

Amazon 也利用此網站分享總公司贊助設計展覽活動等新聞，並提供 Amazon 在展場的招

募攤位資訊，以網站作為多角化人才招募的節點。 

（圖片來源：http://amazo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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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2.  Airbnb.design：開源初衷打造多元包容的內容分享平臺 

有些企業喜歡利用.design 域名做內容管理，藉由提供、分享與公司理念相關的內

容，進一步擴大品牌認知並鞏固顧客信任。以開源分享為創業初衷的 Airbnb，就利用

airbnb.design 分享大量來自外部的文章及演講等內容，與其他主要由公司內部設計團隊負

責規劃、撰寫內容的 design 頁面不同，Airbnb 設計團隊以 airbnb.design 網站中內容超過 6

成由外部提供為目標，希望藉社群貢獻實現企業追求的多元包容價值。 

（圖片來源：http://airbnb.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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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3. Godaddy.design：管理品牌形象及分享品牌設計資源 

品牌管理不同於內容管理，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品牌形象一致。因此，許多企業會利

用旗下的附屬.design 網站分享品牌商標的各種圖檔格式、字型設計，以及其他設計資源

和行銷工具包。有些企業分享資源是為了實踐公司開放透明的核心價值，有的則是基於

保護品牌形象的務實想法。全球最大的域名受理註冊機構 GoDaddy 也擁有專屬的

GoDaddy.design 網站，作為展示企業品牌設計精神與作品之場域。 

 

作為全球最早開始販售域名的公司之一，GoDaddy 一向推崇創業精神，也希望透過

域名協助世界各處的創業人士。GoDaddy.design 的網站風格亦依此概念設計。 

 

（圖片來源：http://godaddy.design/） 

 

  

http://godaddy.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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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4. Origami.design：分享資源、回饋社群 

有些企業不只擁有自己的品牌.design，更選擇另外設立不同名稱的.design 網站。

Facebook 建立的 origami.design 即為一例，這個網站分享許多 Facebook 內部專案的原型設

計工具，希望藉此回饋網路設計社群。 

（圖片來源：http://origami.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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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須驗證型頂級域名：.bank 

⚫ 基本資料 

註冊管理機構 fTLD Registry Services, LLC（美國） 

受理註冊商家數 31 家 

資料來源：ICANN .bank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後臺技術供應商 GoDaddy Registry 

上市時間 2015 年 6 月 

是否開放註冊 符合資格之組織企業方可註冊。 

註冊量 4,575 

資料來源：ICANN .bank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註冊國家分佈 美國為主（90.4%）、南非第二（1.6%）、德國第三（0.7%） 

資料來源：https://namestat.org/，資料擷取日期：2021/06/07 

安全機制 已簽署 DNSSEC。 

IDN 未提供。 

註冊費用 約 800 至 2,280 美元 

資料來源：https://tld-list.com/，資料擷取日期：2021/06/07 

 

⚫ 註冊管理機構 fTLD Registry Services 簡介 

fTLD Registry Services, LLC（以下簡稱險業及顧客使用網路服務時受到最大保障，並

訂下使命是為金融服務業者及其顧客 fTLD）是銀行、保險公司及金融服務貿易組織組成的

聯盟，目的為確保金融保，營運值得信賴、通過驗證、更安全且易辨識的網域名稱。

除.BANK外，fTLD也是.INSURANCE的註冊管理機構。銀行與保險均為高風險且受政府管制

的產業，也因此，fTLD 具備嚴謹的註冊審核流程，更定期舉行年度稽查，確保所有使

用.BANK 及.INSURANCE 的註冊人符合 fTLD 的政策規範。 

 

⚫ 目標客群 

唯有以下受政府管制的組織單位可申請註冊.BANK： 

✓ 零售銀行業； 

✓ 儲蓄協會； 

✓ 國立零售銀行； 

✓ 零售銀行、儲蓄協會控股或母公司。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bank-2015-05-01-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bank-2015-05-01-en
https://tld-l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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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受管制之組織單位集結組成的協會或團體； 

✓ 負責管制上述組織單位或組成團體／協會的政府權責單位（須經 fTLD 董事會審

核通過）。 

 

⚫ 營運方式 

由於.BANK 的目標是透過驗證域名，確保金融保險網路服務的安全性，因此 fTLD 對

註冊人資格、申請條件、安全規範等皆有嚴謹要求。註冊人資格包括以下： 

(1) 持有政府經營許可執照且受監管的地區銀行； 

(2) 持有政府經營許可執照且受監管的儲蓄協會； 

(3) 持有政府經營許可執照且受監管的的國立銀行； 

(4) 由以上第 1、2、3 項下單位組成之協會組織； 

(5) 由以上第 4 項協會組織組成之聯盟協會； 

(6) 由以上第 1、2、3 項下受監管單位，原則持有或主導支持的服務供應業者（須

經 fTLD 董事會審核許可）；  

(7) 據許可證照且受監管之銀行或儲蓄協會的監管機構，或由上述監管機構組成之

組織協會（須經 fTLD 董事會審核許可）。 

 

註冊時應提供的證明文件包括：法人名稱全名、商號／商業名稱、商業地址、商業

電話號碼、商業電子郵件、證明註冊人為合法金融業者之文件（如商業執照、公司註冊

證書、經營許可證照、公司經營協議、律師函、非營利團體章程等），以及銀行或儲蓄

協會須檢附政府頒發之營業許可證明及機構代碼。 

 

在安全方面，為減緩及防範域名用於或受害於如釣魚、電子詐騙、網路蟑螂及中間

人攻擊等惡意行為，所有.BANK 註冊域名須符合以下安全需求： 

✓ 註冊人（域名持有人）安全需求：註冊人如欲解析使用域名，必須設置域名安

全擴充程式（DNSSEC）、加密/傳輸層安全協定（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並提供電子郵件驗證。 

✓ fTLD 營運擔保（fTLD Operations Pledge）：fTLD 及授權受理註冊機構皆必須遵守

fTLD 政策及流程以確保.BANK 的安全、穩定及信賴。 

https://www.ftld.com/docs/fTLD_Operations_Pledge_20180320(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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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域名後，註冊人仍須每年再次進行驗證。驗證流程將由 fTLD 主導、受理註冊機

構協助執行。根據 fTLD 官方網站，獲 fTLD 授權可販售.BANK 頂級域名的受理註冊機構僅

31 家。與一般開放所有人註冊使用的頂級域名不同，.BANK 的註冊費用也相對高昂，這也

是 fTLD 保護.BANK 域名、維護其信譽的營運策略重點。 

 

fTLD 常務董事 Craig Schwartz 曾指出，一般通用頂級域名業務的推動多是由受理註冊

機構負責行銷及聯絡業務，註冊管理機構並不會直接與註冊人聯絡。然而.BANK 的特殊性

質導致 fTLD 必須直接與聯絡人交流，雙方因此具備信賴關係，每當 fTLD 團隊規劃推出新

功能時，也會直接聯絡註冊人以諮詢對方意見。 

 

有鑒於金融業的高風險特性，.BANK 特別注重安全功能，也以同樣高規格要求受理

註冊機構及註冊人，更定期實施審查確保所有.BANK 域名符合規範。然而，這樣的安全要

求也可能導致對技術不了解的申請人卻步。因此，fTLD在自家網站中提供第三方服務供應

廠商名單，這些供應商將協助業者達成 fTLD 的安全要求，更容易成功申請.BANK 域名。 

 

根據 fTLD 官方網站，目前有 660 家銀行使用.BANK 域名，其中 626 家皆位於美國境

內。大部分.BANK 域名註冊人皆為地區性的中小型銀行或儲蓄協會，選擇使用.BANK 的理

由皆為看重域名所包含的安全機制，以及域名附加的驗證功能。註冊人須符合資格、遵

守規範並每年通過驗證，才能繼續持有.BANK 域名。 

  

https://www.ftld.com/docs/fTLD_Verification_Process_Overview_v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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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位於美國密蘇里州的 Lead Bank 

Lead 銀行是位於美國密蘇里州、總資產約 1.4 億美金的社區型銀行。Lead 銀行在

2010 年準備架設網站時，發現 leadbank.com 域名已被註冊，而其他域名不是太貴就是已

被註冊。Lead 銀行在 2014 年發現隔年.BANK 域名即將開放註冊，因此決定從原本的

leadbankonline.com 轉換為 Lead.bank。 

對 Lead 銀行而言，選擇.BANK 頂級域名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BANK 附加的安全

性，銀行也因此更能鞏固顧客信任；二則是 lead.bank 不只簡短好記，選擇 new gTLD 也展

現銀行勇於創新、跟得上科技進步的一面。 

（圖片來源：http://lead.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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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品牌型頂級域名 1：.fox 

⚫ 基本資料 

註冊管理機構 FOX（美國） 

受理註冊商家數 1 

資料來源：ICANN .fox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後臺技術供應商 GoDaddy Registry 

上市時間 2014 年 12 月 

是否開放註冊 品牌 TLD 僅供註冊人使用，不開放註冊。 

註冊量 292 

資料來源：ICANN .fox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註冊國家分佈 美國 

資料來源：https://namestat.org/，資料擷取日期：2021/06/07 

安全機制 已簽署 DNSSEC。 

IDN 並未提供 IDN 服務。 

註冊費用 不開放註冊 

 

⚫ 註冊管理機構 Fox（福斯）簡介 

福斯企業（Fox Corporation，以下簡稱 Fox）由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

於 2019 年收購 21 世紀福斯（21st Century Fox）後成立。被收購後，Fox 繼續負責營運電

視網路及廣播業務，包括 Fox 新聞、Fox 體育和 Fox 聯播網。Fox 與美國擁有並營運 29 個

電視頻道，同時經營包括線上影音串流平臺及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等數位業務。除此之

外，Fox 旗下還設有運動彩券下注業務 Fox Bet。 

 

⚫ 營運方式 

品牌 TLD 為企業申請後獨佔使用之 TLD，並不開放一般人註冊。企業選擇品牌 TLD

的主要原因包括： 

✓ 獨佔性：由於品牌 TLD 僅註冊人（即品牌企業）得以使用，企業得以全權控管

品牌 TLD 的所有網址，也能更輕易傳達「含有品牌 TLD 的網站才是正牌網站」

的訊息。 

✓ 網址靈活性：品牌 TLD 僅供註冊人使用，企業因此毋需與其他註冊人競爭搶註

常用、簡短的第三層域名（如 home、contact）。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fox-2016-04-01-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fox-2016-04-01-en
https://namesta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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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效果：企業發起、規劃的活動皆可直接使用品牌 TLD架設登陸頁面，如 FOX

欲宣傳即將上映的實境選秀節目並設計了觀眾參與活動，有了品牌 TLD，FOX 可

為活動登陸頁面建立簡短易記的網址，亦可用於所有相關線上宣傳文案。 

✓ 數位品牌管理：擁有品牌 TLD，在管理數位品牌上具有許多實務操作的優點。

例如防衛其他冒用網站的成本降低，尤其如 FOX 一類品牌名稱也是通用字詞的

企業，擁有專屬 TLD 可大幅降低預防性註冊的開銷。其他優點包括網站架構簡

化、能輕易增添或刪除域名，以及強化整合內外部 DNS 系統等。 

 

以 Fox 而言，最主要的.FOX 使用方式，是為許多 Fox 數位品牌下的網站創造新的、

簡單好記的網址。諸如 CORP.FOX、BET.FOX 及 SPORTS.FOX。這些網站本來以.COM 結尾的

網址可能較長且難記，而且網址中使用.FOX，對 Fox 網站搜尋引擎最佳化策略更有助益。 

 

不僅是電視頻道名稱， Fox 也註冊多個第二層域名如 HOME.FOX、TV.FOX、

BROADCAST.FOX 及 ENTERTAINMENT.FOX 等，這些網址會將訪客導向相關 Fox 網站，是公

司改善使用者瀏覽體驗的策略之一。除了改善網路使用者及顧客的網站使用體驗，Fox 也

利用品牌 TLD 架設多個公司內部使用的網站。如 ALERTLINE.FOX 和 ETHICS.FOX 用來放置供

員工參考使用的相關資源， HR.FOX 及 EMAILHELP.FOX 則是供員工內部溝通或處理業務的

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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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1.  WAYFINDER.FOX：互動式導覽線上地圖 

Fox 旗下位於美國洛杉磯的 20 世紀影城（20th Century Studio）規模龐大，多座攝影

棚及一般業務部門坐落其中，訪客要找到目的地並不容易。有鑑於此，Fox 建立了

WAYFINDER.FOX，訪客只要在這個互動式導覽線上地圖中輸入目的地，地圖就會提供最佳

路徑。 

（圖片來源：http://wayfinder.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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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2. Maskyourself.fox 宣傳新節目的互動遊戲 

為宣傳即將播映的美國版「蒙面歌王」，Fox 設計了線上互動體驗，使用者只要前

往 Maskyourself.fox 網站，輸入自己的生日，就可以得到專屬自己的「面具」。 

 

（圖片來源：http://maskyourself.fox/） 

  

http://maskyourself.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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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品牌型頂級域名 2：.kpmg 

⚫ 基本資料 

註冊管理機構 KPMG（荷蘭） 

受理註冊商家數 1 

後臺技術供應商 GoDaddy Registry 

上市時間 2016 年 4 月 

是否開放註冊 品牌 TLD 僅供註冊人使用，不開放註冊。 

註冊量 
12 

資料來源：.kpmg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註冊國家分佈 
荷蘭 

資料來源：https://namestat.org/kpmg，資料擷取日期：2021/10/05 

安全機制 已簽署 DNSSEC。 

IDN 並未提供 IDN 服務。 

註冊費用 不開放註冊 

 

⚫ 註冊管理機構 KPMG 簡介 

KPMG 是提供諸如審計及確信、稅務諮詢、管理顧問、財務顧問等專業服務公司。

其在 1987 年經 Peat Marwick International（PMI）與 Klynveld Main Goerdeler（KMG）之全

球會員組織合併而成。 

KPMG組織歷史悠久，跨越三個世紀，KPMG四個字分別為主要創辦人，來自阿姆斯

特丹的 Piet Klynveld、來自倫敦的 William Barclay Peat、來自紐約的 James Marwick 與 Roger 

Mitchell，以及來自德國的 Reinhard Goerdeler 博士，也是 KPMG 首位總裁的英文姓氏縮

寫。 

 

⚫ 目標客群 

.KPMG 為品牌 TLD，不開放註冊。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kpmg-2016-08-01-en
https://namestat.org/kp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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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方式 

KPMG 選擇註冊.KPMG，主要有兩大因素：一是 KPMG 作為歷史悠久的全球性組

織，在網際網路上累積了多個使用不同頂級域名的旗下網站，尤其許多 KPMG 的在地

分公司會利用當地的 ccTLD 架設網站，導致除了主網站 KPMG.COM 外，也同時存在

KPMG.COM.AU 及 KPMG.CO.UK 等分公司網站。如此一來，KPMG 的線上形象不免顯得

雜亂、缺乏整體感。品牌 TLD 提供整合 KPMG 線上形象的機會，企業總部也因此得以

更有效掌握全球分公司的網路存在。 

 

另一個原因，則是公司團隊針對使用.COM 頂級域名的分析結果。他們發現，.COM

並不像大多數人以為，在全世界都是最常見、最好用的頂級域名。負責 KPMG 數位轉

型計畫的 Domenic Torani 指出，分析結果指出許多人在輸入域名時，比起.COM，其實

會優先嘗試輸入當地的國碼域名，如 KPMG.NL 或 KPMG.BE。對 KPMG 而言，這也表示

保留.COM 域名的重要性並不如過去想像的高；尤其對亟欲統整旗下無數個含有公司名

稱之不同域名的 KPMG 而言，捨棄.COM 只代表使用者和公司相關管理方又少一個需要

記得、經營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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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1.  HOME.KPMG 全球 150 家以上分公司都以同樣的域名呈現 

 
KMPG International 

 
KPMG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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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Japan 

 

KPMG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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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案例 2. SOCIAL.KPMG：在社群媒體上使用便於記憶、含有公司名稱的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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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理型頂級域名：.berlin 

⚫ 基本資料 

註冊管理機構 dotBERLIN GmbH & Co. KG（德國） 

受理註冊商家數 
73 

資料來源：.berlin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後臺技術供應商 TLD-Box 

上市時間 2014 年 3 月 

是否開放註冊 符合條件的個人、組織或企業方得以註冊。 

註冊量 
50,119 

資料來源：ICANN .berlin Monthly Registry Reports 

註冊國家分佈 
由於.berlin 為德國營運之 TLD，域名註冊資料皆為符合歐盟 GDPR 資

料保護規範遮罩，故無法得知註冊國家分佈。 

安全機制 已簽署 DNSSEC。 

IDN 並未提供 IDN 服務。 

註冊費用 
約 40.9 至 120.4 美元 

資料來源：https://tld-list.com/，資料擷取日期：2021/06/07 

 

⚫ 註冊管理機構簡介 

初代 TLD（Legacy TLD）和國碼 TLD 註冊量在 2000 年初已達到相當高峰，很多註冊

人難以在如.com、.de 等 TLD 下找到簡易好記的域名。觀察到此現象，Dirk Krischenowski

認為城市/地理名稱 TLD 具有無窮潛力及商機。他開始踴躍參與 ICANN 會議，並積極鼓吹

ICANN 開放新一輪 new gTLD。他擔任執行長的 dotBERLIN GmbH & Co. KG（以下簡稱

dotBERLIN）於2005年成立，目標是成為德國首都名稱柏林（Berlin）的頂級域名註冊管理

機構。 

 

柏林市政府一開始並不青睞 dotBERLIN申請.Berlin的主意，甚至兩次寄出禁制令，警

告對方可能因此付出代價。但 dotBERLIN 努力向當地社群推廣擁有城市頂級域名的想法，

最終獲得超過 100 多個柏林在地企業組織和團體的支持，德國國會也在 2007 年同意

dotBERLIN 可以申請.BERLIN。 

 

取得.BERLIN 域名後，dotBERLIN 秉持社群參與的精神，廣邀市政府及在地社群團體

等入股 dotBERLIN。公司目前有超過 90 位股東，諸如柏林工商協會、柏林旅館協會等大型

協會，以及柏林觀光行銷公司及柏林黃頁等大小公司，還有許多個人都是股東成員。除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berlin-2014-06-17-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earth-2015-09-01-en
https://tld-l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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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dotBERLIN 也和許多代表柏林社群的特殊利益團體合作，如柏林媒體網路協會、

德國資訊科技協會 ECO 及德國數位協會 bitkom 等。 

 

⚫ 目標客群 

.BERLIN是所謂的「社群」（community）TLD，意謂只有符合特定資格的註冊人能註

冊使用.BERLIN，且必須遵守相關的使用規範。根據 dotBERLIN 政策規定，任何自然人、法

人企業或組織及民間團體，只要能證明自己與柏林有經濟、文化、歷史、社會上的連結

或任何其他關聯，就可以註冊.BERLIN。可能的證明方式包括： 

 

✓ 註冊人或企業組織員工主要或次要住所位於柏林，或公司、分公司、辦公室位於

柏林； 

✓ 註冊資料中任一聯絡人（註冊人、技術聯絡人、行政聯絡人）位於柏林； 

✓ 其他證明文件如工作證明、入學通知、出生證明等。 

 

⚫ 行銷策略 

.BERLIN 的理想是成為柏林的數位座標和所有柏林人的數位據點，也歡迎所有希望與

柏林有所連結的人。柏林曾因無可抵抗的歷史因素一分為二，dotBERLIN 希望透過.BERIN

再次凝聚圍牆兩側，重建城市的柏林認同。 

 

前文提及，使用者必須符合特定條件才能註冊使用 .BERLIN 域名。然而，根據

dotBERLIN 網站的常見問答，.BERLIN 實質上開放所有人註冊。柏林是多元包容的國際都

會，而網際網路連起全世界，更無國界之分。雖然在地柏林人最適合使用.BERLIN，但此

域名並不因此拒絕想要使用.BERLIN域名的註冊人。在 dotBERLIN政策中雖列出資格要求，

但其實在註冊時並不會檢查註冊人資格。只要註冊人遵守使用規範，都可以註冊使

用.BERLIN。 

 

雖然 dotBERLIN 實際營運上對註冊人資格相對寬容，但城市域名不同於通用域名，

其地理意涵難免仍限制註冊人數的成長。也因此，作為全球最早申請並成功開通城市域

名的註冊管理機構，dotBERLIN 除了.BERLIN 域名業務外，也為未來欲申請使用城市 TLD 的

註冊人提供顧問服務。 

 

https://dot.berlin/gut-zu-w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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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1.  市政相關機構積極使用.berlin 域名 

不僅在地商家或民間團體，市政機關也積極使用.BERLIN 彰顯「柏林精神」。以下兩

張圖分別是柏林警車上張貼的「在你身邊」（da fü dich，there for you）的宣傳網址，以

及柏林捷運 S Bahn 一日票優惠的看板廣告，網址 www.washasduvor.berlin 是優惠活動的標

語「隨心所欲」（whatever you want）。對於這些公共服務而言，線上空間雖然重要，若

能在實體廣告中使用.BERLIN 網址作為宣傳的一部分，更可以展現服務在地社群的精神。 

 
 

（圖片來源：ICANN61 San Juan “Walk in the Shoes of a Registry Operator” 簡報） 

https://61.schedule.icann.org/meetings/YeJrsbiahPHZ6SA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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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2. 在地商家使用.BERLIN 彰顯在地認同 

柏林的在地商家也喜歡使用.BERLIN 作為網站域名。這家位於柏林的花店不只提供花束

包裝、觀景植物及佈置等服務，也開設如花藝學習等工作坊。 

（圖片來源：http://gruenschnabel.berlin/） 

 

許多小型新創也喜歡使用.BERLIN。Achipel 是一家線上購物網站，主打當地食材、環保

包裝及運送，其服務範圍僅限於柏林市內，利用腳踏車提供運送服務，落實環保理念。 

（圖片來源：http://archipel.berlin/） 

http://archipel.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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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案例 3. helfen-shop.berlin：支持受疫情影響的在地商家 

於 2020 年 3 月註冊啟用的 www.helfen-shop.berlin 是疫情下公民發揮互助精神的產物。

如同域名所示（helfen shop，help shop，幫助商家），這個網站的成立目的是幫助受疫情影

響的商家，柏林民眾可以透過該網站，購買商店、餐廳或文化展演抵用券，幫助須暫時歇業

的業者在疫情期間仍維持收入。 

（圖片來源：http://helfen-shop.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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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受理註冊機構經營模式分析 

本節主要蒐集有關受理註冊機構的經營模式，並依受理註冊機構所專注之業務屬性：

「零售（retail）」、「批發（wholesale）」以及「品牌/企業顧問服務（brand/corporate）」

等三種類別依序說明各類別之主要特色，並挑選市占率較高的業者做為案例，具體各類型受

理註冊機構之經營模式，內容涵蓋組織簡介、營利模式，以及行銷手法等。納入範疇的三個

受理註冊機構如下表。 

 

 納入經營模式分析之受理註冊管理機構 

類別 案例選擇 

零售（retail） GoDaddy 

批發（wholesale） Tucows 

品牌/企業顧問服務（brand/corporate） MarkMonitor 

 

1. 零售型 

⚫ 主要特色 

零售型的受理註冊機構會直接面對域名註冊人，並負責管理與註冊人之間的合約與

金流；由於域名註冊業務主要仰賴註冊量達一定規模方有可能獲利，因不同業者可提供

的域名註冊服務差異不大，各家業者要能在競爭中勝出取得較大的註冊量，可能會從以

下幾方面著手：價格、客戶服務、可註冊的頂級域名種類、客戶體驗、其他附加服務：

如電子郵件、主機代管、網站架設、網站加密服務等。 

 

⚫ 代表業者：GoDaddy 

GoDaddy 是一家美國上市公司，總部位於亞利桑那州的坦佩（Tempe）。參考

RegistrarOwl.com排名，GoDaddy是目前最大註冊量的域名受理註冊機構25，註冊總量超過

8,400 萬筆26。自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份期間的總域名註冊量持續呈現成長趨勢。 

 
25 https://www.registrarowl.com/GoDaddy（資料擷取日期：2021/10/04） 

26 https://tw.godaddy.com/company/about#godaddyis （資料擷取日期：2021/10/04） 

https://www.registrarowl.com/GoDaddy
https://tw.godaddy.com/company/about#godaddy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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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GoDaddy 域名註冊總數趨勢（Source: RegistrarOwl.com） 

 

GoDaddy 的服務項目包括：網域名稱、網站與電子商務（包括虛擬主機與儲存空

間）、網站安全性、行銷工具（包含電子郵件）。根據 GoDaddy 公布的 2021 年第 2 季營

收報告27，營業項目營收最高者為域名服務（營收金額約 43.7 億美金），其次是主機代管

服務（營收金額約 31.9 億美金），其他商業應用服務的營收總計約 17.6 億。 

 

除一般的域名註冊外，GoDaddy 還針對企業客戶的域名轉移與保護，另也提供熱門

的網域交易平台（類似交易市集）功能。而 GoDaddy 最經常被標示為網站主機代管業

者，該服務細項則包括如架設網站、網站主機服務、虛擬主機服務，以及客戶網站集中

管理服務等。除架設網站外，GoDaddy 也著手於提供使小型業者可以線上處理包括庫存管

理、付款、同步上架主流市集平台（如 Amazon、Ebay 等）等進階電子商務服務，價格也

非常實惠28。 

 

在域名註冊業務方面，GoDaddy 最經常被提出的銷售手法是，在第一年提供給客戶

通常市價最便宜的註冊價格，但是在第二年續約時大幅增加費用。今年因應疫情，

GoDaddy的行銷活動看似重點為協助中小型企業將業務移轉至網際網路。參考GoDaddy 在

印度推出的廣告，廣告中強調 GoDaddy 可以為小型在地企業建立網路形象，並讓小型企

業以可負擔的價格來架設自己的企業網站，廣告還找了知名板球明星代言，並針對印度

市場提供了 7 種不同印度語言的版本29。針對加拿大市場，GoDaddy 則邀請了加拿大奧運

 
27 GoDaddy Q2 2021 Earnings Results (2021/08/04) 

https://s23.q4cdn.com/406380394/files/doc_financials/2021/q2/GDDY-Q2-2021-Earnings.pdf  
28 Kenneth Corbin. Small-Biz Ecommerce: GoDaddy Deserves Another Look. eCommerceBytes 2021/08/07 

https://www.ecommercebytes.com/2021/08/07/small-biz-ecommerce-godaddy-deserves-another-look/ 
29 https://www.adgully.com/godaddy-launches-new-marketing-campaign-with-ms-dhoni-102062.html  

https://s23.q4cdn.com/406380394/files/doc_financials/2021/q2/GDDY-Q2-2021-Earnings.pdf
https://www.adgully.com/godaddy-launches-new-marketing-campaign-with-ms-dhoni-1020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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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跑運動員拍攝廣告，並讓真正的小型企業主在廣告中現身說法有關 GoDaddy 服務的各

項好處30。 

 

2. 批發型 

⚫ 主要特色 

批發型的受理註冊機構主要透過經銷商（reseller）取得和域名註冊者間的合約關

係。將域名註冊區分出批發與經銷商分工的最大好處是，經銷商可以更專注在「銷售域

名」以及其兼營的各式可與域名搭配銷售的服務（如主機代管、網頁開發、網路廣告

等）。此外，在地的經銷商更了解在地需求，能以更接地氣的方式，例如使用在地語

言，更有效地滿足多樣化的在地域名需求。 

而取得像是 ICANN 認可受理註冊商資格、盡可能取得多樣化的頂級域名，就成了批

發類型受理註冊機構的重要任務，批發型受理註冊機構還需盡可能地擴大經銷商數量。 

 

⚫ 代表業者：Tucows 

Tucows 屬批發類型的受理註冊機構，其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為在美國賓州註冊

成立的網路服務公司。參考 RegistrarOwl.com 排名，Tucows 是目前第三大的受理註冊機

構，自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份期間，總域名註冊量自 3 月份開始出現下滑趨勢31。 

 

 

圖36. Tucows 域名註冊總數趨勢（Source: RegistrarOwl.com）  

 

 
30 Christopher Lombardo. GoDaddy hits the road with more entreprenuers. Strategy 2021/07/06 

https://strategyonline.ca/2021/07/06/godaddy-hits-the-road-with-more-entreprenuers/  
31https://www.registrarowl.com/Tucows （資料擷取日期：2021/10/04） 

https://strategyonline.ca/2021/07/06/godaddy-hits-the-road-with-more-entreprenuers/
https://www.registrarowl.com/Tuc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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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ows 是 ICANN 認可受理註冊機構（Accredited Registrar），旗下還有 3 個域名品

牌：OpenSRS、Enom 和 Ascio，透過 3 萬 6 千個域名經銷商的域名銷售，Tucows 目前總共

管理約 2,400 萬個域名。 

 

在 Tucows 的域名經銷商當中也包括些許大型的批發型業者，而這些經銷商幾乎遍布

世界各國。Tucows 的主要服務對象即是針對這些經銷商，因此其行銷活動也多針對經銷

商設計。因為 Tucow仍是實際與域名註冊人間具合約關係者，在其網站上會提供域名註冊

人包括申訴或域名移轉等服務。除域名註冊服務外，Tucows 的業務內容還包括上網服

務、行動上網服務等。例如，旗下品牌 Ting ( https://ting.com ) 提供行動數據服務；Hover 

( http://hover.com ) 則專注個人與小型企業的域名與電子郵件服務。 

 
 

3. 品牌/企業顧問型 

⚫ 主要特色 

與專注於個人或中小型企業的域名經銷商最大的不同是，品脾/企業顧問類型的受理

註冊機構多以跨國企業為對象，而這一類型的業者會因應客戶在不同國家使用各個國家

的不同國碼頂級域名的需求，提供盡可能多樣化的國碼頂級域名註冊服務，是品牌及企

業顧問類型的受理註冊機構最大特色。此類型的服務提供商還會同時也會考量企業客戶

的全球業務發展策略及商標保護需求，據此規劃出適合企業的域名註冊管理政策。 

 

⚫ 代表業者：MarkMonitor 

MarkMonitor 是起源於美國舊金山的域名受理註冊商，其標榜以企業為對象，提供

包括域名註冊、域名組合管理等服務；其母公司為資訊服務業者 Clarivate 公司。參考

RegistrarOwl.com 排名，MarkMonitor 是排名第 37 位的受理註冊機構（以註冊量衡量）

32。，自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份期間的總域名註冊量持續呈現成長趨勢。 

 

32 https://www.registrarowl.com/MarkMonitor（資料擷取日期：202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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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MarkMonitor 域名註冊總數趨勢（Source: RegistrarOwl.com） 

 

屬於品牌/顧問服務類型的 MarkMonitor 通常不會執行促銷或推廣活動，這是因為其

目標客戶通常都對相關服務訂定規律的年度預算，促銷活動並不適用。MarkMonitor 會透

過母公司 Clarivate 發布研究報告於不同媒體曝光；早期，MarkMonitor 甚至還有自己的部

落格 – Brand’s Eye View，透過分享死品牌有關的分析文章，建立企業的專業形象。 

 

 

圖38. MarkMonitor 早期成立探討品牌的部落格 

 

此外，MarkMonitor 還提供有關域名品牌保護相關服務，包括像是商標資訊交換中

心（TMCH）以及域名封鎖等；協助企業客戶在日出期註冊其商標域名，並阻擋其商標在

其他頂級域名遭註冊。MarkMonitor 還更近一步提供域名安全服務，包括 DNS 監控等33。 

 

 
33 https://www.markmonitor.com/  

https://www.markmoni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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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整合.tw 與 new gTLD 全球品牌經營之分析 

有關整合.tw 與 new gTLD 全球品牌經營之分析，從以下三個面向進行討論：與 ccTLD 相

同意涵的地理名稱 new gTLD 並存情境之案例、new gTLD 中有關地理名稱的行銷策略案例，以

及國碼頂級域名但用於 gTLD 的應用案例。 

 

1. 與 ccTLD 相同意涵的地理名稱 new gTLD 並存情境之案例 

在第一輪的 new gTLD 開放申請結果中，本研究發現以服務瑞士地方社群為目的的新

頂級域名「.swiss」與既有瑞士的國碼頂級域名「.ch」具類似意涵，也是少數相同意涵的

ccTLD 與 new gTLD 並存的情境。歸納來說，瑞士是透過市場區隔，同時運用 1 個以上可代

表國家名稱的網路識別代碼，其中後期加入的新頂級域名 .swiss 強調域名註冊人的瑞士身

分，與任何人都可註冊的 .ch  頂級域名做出明顯區隔。 

 

瑞士的國碼頂級域名是 .ch，域名註冊管理機構為 Switc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也是網際網路初期發展的頂級域名之一，自 1987 年開始運作，只比.com 要晚 2

年開始而已，其國碼頂級域名註冊服務也從 2004 年開始提供。國碼頂級域名.ch 是依循

ISO3166-2 編碼而來，ch 代表的是拉丁文的瑞士邦聯 Confœderatio Helvetica，主要是考量

瑞士有四種官方語言，選定拉丁文則相對中立。根據 EuropeID.com 報導 ，.ch 域名曾一度

引起中國域名投資者的興趣，最主要原因.ch 的註冊域名多採德文且多以歐洲市場為目

標，因此留下不少具價值的英文關鍵字或甚至中文關鍵字的拉丁字串，以及短字母與數

字組合的字串域名尚未被註冊，也可以一般價格取得。 

 

另一個.ch 的特色是，其是非常受歡迎的 domain hack 頂級域名，所謂的 domain hack

是利用域名來將單字拆解，比較知名的案例如 Google 的短網址服務「goo.gl」或 YouTube

的短域名「youtu.be」等。因 ch 為常見的英文或德文結尾，例如德文的西洋棋單字

「schach」也被註冊為域名「scha.ch」。註冊 .ch 域名並無特定資格要求，也不需要是瑞

士公民或居民誰份，截至2021/07/15止，.ch註冊量約為240萬筆 ，這些域名中僅有10.2%

有簽署 DNSSEC 安全機制。從註冊人國籍來看，超過 85%的域名由瑞士人註冊，約 14.3%

的域名由外國人註冊，其中又以德國占比最高（接近半數）。 

 

瑞士聯邦通訊辦公室（The Federal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在 2015 年 9 月 

7 日正式推出.swiss 新頂級域名，並於隔年 1 月 11 日開放註冊，其特別強調該頂級域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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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代表著瑞士的企業與組織，並能彰顯瑞士品盤與價值。更具體來說，註冊 .swiss 域名必

須符合「在瑞士註冊有營業或行政據點的企業、協會或基金會」條件，目前尚未開放提

供一般自然人註冊。 

 

參考.swiss 註冊管理機構網站的應用案例中可發現， .swiss 註冊管理機構非常強

調.swiss 域名註冊者是由瑞士聯邦政府保證過的具總公司在瑞士的真實身份，可避免發生

使用者誤以為在.ch 網站下單且以瑞士法郎支付，但卻買到非真正來自於瑞士企業的產

品。如前所述，.ch 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頂級域名，和其他如 .org 或.com 通用頂級域名一

樣，都是已被廣泛註冊與使用的傳統 TLDs，而 .swiss 的出現恰可提供更多域名選擇。 

 

.swiss 在行銷上還建議企業靈活運用不同 TLDs 來彰顯產品特色，例如針對國內市場

的網站可採 .ch 域名，但針對國際市場則採用更能彰顯瑞士產地的 .swiss 域名。在網路空

間中透過.swiss 來彰顯瑞士社群則是另外一種.swiss 註冊管理局所展示的 .swiss 應用案例，

例如瑞士日內瓦湖區的沃州（Vaud）專屬入口網站即是：vaud.swiss。 

引用 ICANN 網站所公布的註冊管理局月報告（Monthly Registry Report ） ，截至 2021

年 4 月 .swiss 的註冊量為 18,444 個。 

 

2.  new gTLD 中有關地理名稱的行銷策略案例 

參考德國新頂級域名顧問公司 Dotzon 針對全球 36 個城市頂級域名進行分析發布的

「2021 數位城市品牌（Digital City Brands 2021）」排名結果，最成功的數位城市品牌前 3

名分別是：.berlin、.tokyo 以及.nyc。在 Dotzon 的評比主要依據 8 個關鍵績效指標：註冊

量、年銷售量、使用中的域名數量、該域名在 Google 搜尋出的頁數、在 Alexa 和 Majestic 

排名中的數量、每千名居民平均擁有域名數、域名產值以及與所屬國家的 ccTLD 註冊量比

較等。有關地理名稱類型的 new gTLD 案例，本研究在有關案例分析章節，已提出有

關.berlin 的行銷案例，本段落整理了數位城市品牌前 3 名的另外 2 個城市頂級域名的行銷

案例，以作為臺灣本土.tw 在行銷上的參考。 

 

⚫ 紐約客的.nyc  

.nyc是由紐約市政府所申請的頂級域名，發包由Neustar負責管理營運與提供後台技

術服務。 .nyc 標榜的是「紐約客的官方網路位址（The Official Web Address for New 



 

105 

Yorkers）」，強調使用.nyc 域名不只是宣告自己來自於何處，更能展現紐約客特有的態

度、風格與思維。任何在紐約市的品牌或居住者，都可以註冊.nyc 域名。 

 

2014 年 9 月 8 日 .nyc 的啟動非常風光，包括市長 Bill de Blasio 對外宣布了第一批首

度問世的 .nyc 網站，這些域名的持有者當中還包括了紐約市長夫人，以及來自於紐約五

大區首批獲得.nyc 域名的組織。同年 10 月 8 日.nyc 也開始開放公眾註冊。各式的 .nyc 行

銷活動包含實體與線上類型，例如戶外宣傳造勢、記者會、研討會，以及透過部落格或

網路廣告等方式展示品牌行銷、SEO 價值、域名投資與成功案例。其中已連續辦理多年的

「.NYC Best of Boroughs」競賽是個非常成功的城市域名行銷案例。 

 

該比賽每年辦理，規則也很簡單，即是從紐約市的五個行政區中各自挑選出最佳

的 .nyc 域名並針對獲勝者頒發 5000 美元的獎勵。在活動網站中也提到評選準則包括：公

眾吸引力、對當地社區與經濟的價值、企業或組織本身的故事、網站使用體驗、對整個

紐約市社群之意涵等。此為成功的行銷活動，因為該活動的成本相對低，也讓 .nyc 域名

所有者一份獨一無二的特殊感，且整個活動重點在於域名的使用。 

 

 

圖像來源：https://www.ownit.nyc/  

 

 

 

https://www.ownit.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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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量最高的城市頂級域名 .tokyo 

.tokyo 由 GMA Registry 所提出申請，並獲得日本東京都廳支持。.tokyo 在 2014 年 1

月 正式進入全球 DNS 根伺服器，是代表日本東京的城市地理名稱。.tokyo 所設定的主要

目標客群為在東京設立總公司或分公司的企業，以及正開展相關業務的企業；註冊人資

格並未作任何限制，換言之，全世界的任何人或組織都可以註冊 .tokyo 域名。.tokyo 註冊

費用約$21.99 美金，引用 ICANN 網站所公布的註冊管理局月報告（Monthly Registry 

Report ） ，截至 2021 年 4 月 .tokyo 的註冊量已超過 20.8 萬，也是 2021 數位城市品牌前

3 名中，註冊量最高的城市頂級域名。 

 

 

3. 國碼頂級域名但用於 gTLD 的應用案例 

全球有超過 300 個 ccTLDs（包括國際化域名），英文的 ccTLD 因為是由 2 個字母所

組成的短字串，有些字母組合容易關聯到具特定含義的縮寫，而此類型縮寫字作為頂級

域名，具備有很大的行銷潛力。下表整理 10 種不同 ccTLDs 但在使用上多被當作 gTLDs 之

案例。 

 

名稱 案例說明 

.ac 

.ac 是位於南大西洋阿森松島（Ascension Island）的國碼頂級域名，被當作是「學術

（Academic）」英文單字的縮寫。.ac 註冊管理機構官網中還主打「it's academic」口號，建

議教師與學生可選擇個人的.ac 域名作為終生電子郵件用途。目前.ac 也開放全球任何人註

冊。 

 

圖像來源：https://www.nic.ac/  

https://www.ni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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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i 是位於加勒比海的英國海外領地安吉拉（Anguilla）的國碼頂級域名，此名稱非常直覺地

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產生關聯，也經常被該產業組織運用做為域名。也有註

冊商在行銷 .ai 時，直接就以人工智慧專業產業需要專業 .ai 域名為主打口號。.ai 自 2019 年

起開放任何人都可已註冊。 

.co .co 是南美洲哥倫比亞（Colombia）的國碼頂級域名，此頂級域名通常會被用作「社群

（community）」、「公司（corporation）」、「內容（content）」以及「連結

（connection）」等類型的域名。其註冊管理機構也主張 .co 可當作是.com 的替代方案，幾

個知名案例包括： Amazon 的 a.co、Google 的 g.co，以及 Twitter 的 t.co 等。 

.fm .fm 是西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國碼頂級域名，但多

用在無線電廣播界，取其調頻（FM）廣播之意，例如知名線上音樂網站 last.fm 即是此域名

使用者。任何一個國家的個人或企業均可註冊.fm 域名。 

.gg 
 

.gg 是位於英吉利海峽的英國皇家屬地 Guernsey 的國碼頂級域名，此名稱是在近年才開始

比較受到矚目，使用者多是電玩或電競網站，代表「good game」。 

.io 
 

.io 是英屬印度洋領地（British Indian Ocean Territory）的國碼頂級域名，總人口數大約只有

6000 名，.io 的主要使用者並非居民或當地企業，而是被當作是資訊學中的資料輸入與輸出

（Input/Output，I/O）之縮寫，因此多用在與技術相關的服務，例如開放原始碼計畫、

API、新創公司以及電玩遊戲等服務。.io 也經常被用於 domain hack 之途，因為不少英文

字，以-io 收尾。 

.la .la 是東南亞國家：寮國（Laos）的國碼頂級域名，曾經有一段期間 .la 被以代表美國洛杉磯

（Los Angeles） 縮寫為作為行銷口號，也經常被用在美國的路意安納州（Louisiana）的縮

寫。也有少數當作是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的域名使用方式。 

.me .me 是於巴爾幹半島西南部的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的國碼頂級域名，因為與英文第

一人稱代名詞 me 相同，經常被用來當作是個人用途的頂級域名，其註冊管理機構官網並直

接標榜.me 是以個人為焦點的域名，可強調自己或展現自己；也適合作為個人工作者（如攝

影師、設計師、作家）展示個人作品之途。 

 

 

圖像來源：https://domain.me/  

https://domai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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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也經常做 domain hack 之途，例如 meet.me 是知名案例，台灣人熟悉的通訊軟體 Line

的官網也是 line.me。 

.tv .tv 是南太平洋小國吐瓦魯（Tuvalu）的國碼頂級域名，此名稱非常直覺地與電視

（television）產生關聯。也因此，即使是全世界第四小的國家，但 .tv 註冊量卻不容小覷，

光靠授權 .tv 管理就為吐瓦魯每年該國收入約 8%的權利金。.tv 在電視電影界是非常受歡迎

的頂級域名。.tv 的註冊管理機構也直接以「.tv 域名是世界轉向娛樂之所在（A .tv Domain 

Name Is Where the World Turns for Entertainment）」為號召進行推廣。 

 

圖像來源：https://www.veri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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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及資料蒐集成果視覺化 

本計畫的調查、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結果，除提供完整研究報告之外，並將篩選出

重點項目，將呆板文字轉換成為更容易理解的視覺化內容，並於本計畫網站

（https://www.gtld.tw）設置適當專區，提供國內潛在 new gTLD 申請企業/組織參考與評估之

用。 

(一)  計畫網站 

本計畫完成了計劃網站，首頁圖如下： 

 

圖39. 計畫網站首頁圖 

計畫網站主要分為四個單元：「關於新頂級域名」、「申請新頂級域名」、「台灣數

位品牌調查」以及「手冊文宣下載區」，網站各單元規劃計畫網站內容樹狀圖所列。主要從

使用者角度出發，以易懂且清楚的方式，說明何謂新頂級域名，可能的應用方式，以及未來

若提出 new gTLD 申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以及可下載運用的手冊集懶人包。 

https://www.gtl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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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計畫網站內容樹狀圖 

 

   

www.gtld.tw

關於新頂級域名

new gTLD 是什麼？

new gTLD 全球發展

new gTLD 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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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廣素材企劃 

本計畫共完成下列推廣素材，分別放置於計畫網站內或提供下載；後段說明每個項目

完成的視覺化素材之內涵，詳細素材內容請參照附件 3 至附件 10。 

⚫ 調查結果及全球新頂級域名的發展趨勢資訊圖表 

⚫ New gTLD 申請流程（懶人包） 

⚫ 申請品牌頂級域名花多少？（懶人包） 

⚫ 有人把我公司的商標註冊成 New gTLD 了，怎麼辦？（懶人包） 

⚫ 如何防範商標域名侵權糾紛（懶人包） 

⚫ 3 個國際受理註冊機構經營模式分析（圖文手冊） 

⚫ 5 個 RSP 功能與選擇（圖文手冊） 

⚫ 5 則國際新頂級域名運用案例（圖文手冊） 

 

1. 調查結果及域名發展資訊圖表 

針對本計畫台灣數位品牌整備度調查以及域名發展趨勢兩部分的資料，特別挑選幾

個重點項目，以資訊圖表方式繪製，並放置於本計畫網站，提供給公眾參考。資訊圖表

範例如下，詳細圖表請參照附件 3。 

 

圖41. 資訊圖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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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 gTLD 申請流程（懶人包） 

本懶人包主要圖解 2012 年 ICANN 首次開放新頂級域名申請流程，並且將每個流程的

步驟設計成簡單圖文，讓想要申請 New gTLD 的企業內部人員做為參考。本懶人包首頁如

下所列，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 4。 

 

圖42. 「New gTLD 申請流程」懶人包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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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品牌頂級域名花多少？（懶人包） 

本懶人包參考前一期 ICANN 所公布的 new gTLD 申請指南，將申請階段的可能花費及

申請通過後的維護費用列表說明。本懶人包首頁如下圖，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 5。 

 

 

圖43. 「申請品牌頂級域名花多少」懶人包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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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把我公司的商標申請成 New gTLD 了，怎麼辦？（懶人包） 

本懶人包主要是說明在申請流程中若發現有人已經將公司名稱註冊成域名時，該如

何應對。以主角間的對話，說明提出「法律權利反對意見（ legal rights objections，

LRO）」時機、程序及可能所需的花費等。懶人包首頁如下圖，詳細內容參照附件 6。 

 

 

圖44. 「有人把我公司的商標申請成 New gTLD 了，怎麼辦？」懶人包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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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防範商標域名侵權糾紛（懶人包） 

New gTLD 不斷推出，若想要保護企業商標，避免被搶先註冊成域名，可評估考慮使

用「全球商標資料中心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TMCH)」的服務。本懶人包彙整說明

TMCH 所提供的服務以及運用時機。本懶人包首頁如下圖，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 7。 

 

圖45. 「如何防範商標域名侵權糾紛」懶人包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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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際新頂級域名運用案例（圖文手冊） 

本 圖 文 手 冊 挑 選 五 個 不 同 類 型 的 國 際 新 頂 級 域 名 ， 包

括.bank、.berlin、.design、.earth 及.fox。在文案設計與表現上，採易懂文字進行描述，並

補充有關新頂級域名、註冊管理機構等專有名詞的說明。本圖文手冊五個域名的首頁如

下所列，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 8。 

 

圖46. 5 個國際新頂級域名運用案例圖文手冊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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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際受理註冊機構經營模式分析（圖文手冊） 

本圖文手冊介紹 3 種受理註冊機構的經營模式類型，說明此三種類型的特色，並以

GoDaddy、Tucows 以及 MarkMoniter 等作為案例代表，具體說明不同類型受理註冊機構的

經營模式。該圖文手冊之範例頁面如下，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 9。 

 

圖47. 國際受理註冊機構經營模式分析圖文手冊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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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域名註冊管理技術服務內容與資源（圖文手冊） 

本圖文手冊介紹「後台註冊管理服務營運業者」（Registry Service Provider，RSP）

的服務內容，提供企業有關選擇 RSP 服務在地域方面之考量，也列出全球 30 多家的 RSP

清單，並介紹目前全球前 3 大後台註冊管理服務營運業者 （以管理之域名數量為基礎）

的組織概況以及其所提供後台服務的 TLD 有哪些。該圖文手冊之範例頁面如下，詳細內容

請參照附件 10。 

 

 

圖48. 域名註冊管理技術服務內容與資源圖文手冊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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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若欲積極推動我國域名產業之發展，從環境整備面來看，建議可提高國內個人、企業

與組織對域名連結企業數位品牌使用的認知。實施上可運用企業將商標或品牌作為建立客戶

認同感與忠誠度之特性，推廣將域名應用融入到企業商標保護或數位品牌行銷，或從將個人

特色透過域名延伸至網路等概念，取代過往只透過經營社群平台建立品牌之作法。 

 

我國企業管理品牌域名的規模和方法仍不及國外大型企業，作法與預算相對保守，此

現象可經由對品牌企業舉辦定期講座或案例分享，增加企業對全球域名保護意識和管理能

力。尤其透過本計畫的企業訪談顯示，不少企業域名管理或品牌行銷人員對於商標域名遭註

冊之情況，並不清楚可提出爭議處理之權益，也不清楚域名保護之相關機制，如防範商標被

註冊的 TMCH 機制、及爭議處理程序等，建議未來可針對企業法務人員，強化對企業域名保

護及爭議處理機制的推廣。 

 

若要再更進一步推動國內域名的縱向與橫向發展，從今年度計畫的企業調查與訪談發

現，面對全球新通用頂級域名的即將開放，國內有部分可直接申請新頂級域名之國際品牌企

業，如華碩 Asus、捷安特 Giant、明碁 BenQ、長榮 EVA、台積電 TSMC 等，唯皆對新頂級域名

之申請程序、可能應用及運作維運仍甚不熟悉，亟待進一步輔導協助，讓這些有潛力直接申

請新頂級域名，可大幅提供我國國際品牌企業在網路世界之能見度。另外一批如磐石企業或

中堅企業，屬於企業規模偏中小型之國際企業，或許這些企業尚無法一步到位直接申請品牌

新通用頂級域名，但如能熟悉對現行新通用頂級域名的使用情境，適時增加各類型域名之註

冊及保護，還是可以擴展企業全球數位領域運用的彈性，對數位品牌的形象提昇可以產生一

定的效果。 

 

本計畫已蒐集並整理國際相關新通用頂級域名趨勢、案例、申請費用、企業商標保護

機制、可運用資源等資訊，並轉換成為比較容易閱讀與理解的圖文手冊與懶人包型式，放置

於計畫網站中提供給企業參考。在可推廣素材準備妥後，未來應可投入資源進一步推廣，除

被動地公開在網站上供公眾檢視與下載外，也可更主動地辦理宣導活動、媒體曝光、社群廣

告推廣等方式，與企業或公眾直接進行溝通。而推廣目標對象可更明確設定為企業品牌及行

銷人員，以強化對新通用頂級域名的認知，並順著企業數位轉型趨勢，將數位域名及品牌納

入企業數位轉型的環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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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頂級域各項技術與商業服務也少為人知，這些訊息涵蓋了域名技術、商業規

劃、經營預測等，需要系統化地以企業能理解的商業語言傳達給企業主理解。國內以 TWNIC 

是最具備資源整合能力的單位，但需要進一步將其服務商品化，也可將各界資源統整出一套 

new gTLD one-stop 採購服務。 

 

在新通用頂級域名目標推廣對象企業的選擇上，考量新頂級域名申請及維運成本較

高，且其運用具備打破地域之特性，本計畫也建議挑選適合跨國、跨地域或以海外市場為主

的大型企業，或者是產線多元化或多角經營的企業，因為其有機會透過新通用頂級域名延伸

出旗下各式產品或子品牌的其他域名。針對計畫中有部分企業表達對於申請產業相關詞

（如.iot、.ssd、.ppe 等）的新通用頂級域名感興趣，認為此舉有助於增加全球市占率，針對

這些企業，未來可進一步透過更系統化方式來提供相關資料給相關企業，或甚至提供長期顧

問或輔導式的諮詢服務，由專家協助企業，具體地將需求挖掘出來並與台灣各界可用資源做

整合，方能帶動更多的台灣企業參與到下一輪的申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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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附件 1  2021 年臺灣企業數位品牌保護與新通用頂級網域名稱調查問卷 

附件 2  Domain Lable 與 TLD 查詢總表 

附件 3  調查結果及域名發展資訊圖表 

附件 4  懶人包：New gTLD 申請流程 

附件 5  懶人包：申請品牌頂級域名花多少？ 

附件 6  懶人包：有人把我公司的商標申請成 New gTLD 了，怎麼辦？ 

附件 7  懶人包：如何防範商標域名侵權糾紛 

附件 8  圖文手冊：國際新頂級域名運用案例 

附件 9  圖文手冊：國際受理註冊機構經營模式 

附件 10 圖文手冊：域名註冊管理技術服務內容與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