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及「網域名稱檢舉程序受理流程」修訂公告
主旨：
「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及「網域名稱檢舉程序受理流程」修訂公告。
說明：
一、 本中心網域名稱委員會 104 年 5 月 27 日第 98 次會議通過，同意修
訂「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及「網域名稱檢舉程序受理流程」。詳
如附件「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修訂對照表」及「網域名稱檢舉程序
受理流程圖」。
二、 本「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及「網域名稱檢舉程序受理流程」自公
告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 完整「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及「網域名稱檢舉程序受理流程」請
詳本中心網站：
http://www.twnic.net.tw/newdn/product/product_02.htm#2。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04 年 6 月 22 日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00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9 號 4 樓之 2
4F-2, No. 9, Roosevelt Rd., Sec. 2, Taipei 100, Taiwan, R.O.C.
TEL：886-2-23411313‧FAX：886-2-2396-8832

附件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條文修訂對照表
94.05.20 網域名稱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修訂
102.10.30 網域名稱委員會第九十次會議修訂
104.5.27 網域名稱委員會第九十八次會議修訂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註冊人(包括：機構或個人，註冊申請人

註冊申請人(機構或個人；以下稱註冊申請

或其後受讓該特定網域名稱之人)向台灣

人)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或其受理註

網路資訊中心(TWNIC)或其受理註冊機構

冊機構申請網域名稱時，註冊申請人認知並

申請網域名稱時，認知並同意遵照如下約 同意遵照如下約定事項：
定事項：
1. 註冊人申請註冊網域名稱應符合

1. 註冊申請人申請註冊網域名稱時，應告知

TWNIC公告之申請條件，且應告知並

下列事項並保證其真實性，如其所提供之

保證下述事項之真實性，如其所提供

資料有錯誤、不實或侵害他人權益時，註

之資料有明顯錯誤、不實或侵害他人

冊申請人應自負其責：

權益之虞時，註冊人應自負其責：

(1) 網域名稱註冊申請書上所記載之資料

(1) 網域名稱註冊申請書上所記載之
資料內容真實、完整且正確。
(2) 就註冊人明知，其註冊之網域名
稱並未侵害他人之權益。
(3) 註冊人非以不正當之目的或故意
以違反法令之方式註冊或使用該
網域名稱。

內容真實、完整且正確。
(2) 就註冊申請人明知，其申請註冊之網
域名稱並未侵害他人之權益。
(3) 註冊申請人非以不正當之目的或故意
以違反法令之方式申請註冊或使用該
網域名稱。
註冊人續用網域名稱或變更網域名稱資

註冊人續用或受讓網域名稱或變更

料時，應保證其原網域名稱註冊申請書上

網域名稱資料時，應同意遵守本同意

所記載或更新後之資料，內容真實、完整

書最新條款，並保證符合前項規定。

且正確。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TWNIC得依同意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TWNIC得依同意書第

書第9條規定取消網域名稱。

9條規定取消網域名稱。

2. TWNIC有權基於國際網路社群慣例及

2. TWNIC有權基於國際網路社群慣例及維

維護消費者權益、保護智慧財產權與

護消費者權益、保護智慧財產權與執行法

執行法律等公共利益之考量而設置

律等公共利益之考量而設置WHOIS查詢

WHOIS查詢介面，將註冊人所提供之

介面，將註冊申請人所提供之中英文資料

中英文資料(網域名稱、申請人姓名、

(網域名稱、申請人姓名、電話、傳真、

電話、傳真、電子郵件(E-mail)、申請

電子郵件(E-mail)、申請日期、有效日期、

日期、有效日期、DNS設定資料)，提

DNS設定資料)，提供外界線上逐筆查詢。

供外界線上逐筆查詢。為保護註冊人

為保護註冊申請人之隱私權，TWNIC得視

之隱私權，TWNIC得視該註冊人為個

該註冊申請人為個人或非個人而擇定部

人或非個人而擇定部份中英文資料，

份中英文資料，供該註冊申請人選擇是否

供該註冊人選擇是否顯示提供外界查

顯示提供外界查詢。

詢。

3. 如註冊人於本同意書第2條所提供之

3. 如註冊申請人於本同意書第2條所提供之

中英文資料錯誤、不實或未更新，致

中英文資料錯誤、不實或未更新，致

TWNIC及受理註冊機構無法及時將相

TWNIC及受理註冊機構無法及時將相關

關訊息通知註冊人，而損害註冊人權

訊息通知註冊申請人，而損害註冊申請人

益，TWNIC及其受理註冊機構無須負

權益，TWNIC及其受理註冊機構無須負擔

擔任何責任，註冊人亦不得請求損害

任何責任，註冊申請人亦不得請求損害賠

賠償。

償。

4. 本同意書第2條之中英文資料除提供

4. 本同意書第2條之中英文資料除提供外界

外界線上逐筆查詢外，TWNIC將依個

線上逐筆查詢外，TWNIC將依個人資料保

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保

護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保護註冊申請人

護註冊人所提供之資料。除依法律規

所提供之資料。除依法律規定、法院命令

定、法院命令或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以

或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以書面申請，TWNIC

書面申請，TWNIC將不會提供與第三

將不會提供與第三人使用。

人使用。
5. 基於TWNIC提供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服

5. 基於TWNIC提供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服務

務或其他法令規定及政策需求，註冊

或其他法令規定及政策需求，註冊申請人

人同意TWNIC有權將註冊人所提供之

同意TWNIC有權將註冊申請人所提供之

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資料庫中的資料提

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資料庫中的資料提供

供TWNIC及經TWNIC授權之各項非商

TWNIC及經TWNIC授權之各項非商業性

業性質之網域名稱實驗計畫及網際網

質之網域名稱實驗計畫及網際網路相關

路相關研究計畫使用。

研究計畫使用。

6. 除前開有關個人資料利用事宜，註冊

6. 除前開有關個人資料利用事宜，申請人及

人及其聯絡人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

其聯絡人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處理及利用事宜，TWNIC將遵守個人

用事宜，TWNIC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個人資料保護

關規定。(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

法應告知事項)
7. 網域名稱註冊使用，須確保其資訊防

7. 網域名稱註冊使用，須確保其資訊防護措

護措施之完備及安全，如因可歸責網

施之完備及安全，如因可歸責網域名稱註

域名稱註冊人之事由，足資影響他人

冊人之事由，足資影響他人權益或危害網

權益或危害網路運作，TWNIC於接獲

路運作，TWNIC於接獲相關機關通知後，

相關機關通知後，得視情況暫停所註

得視情況暫停所註冊之網域名稱或為其

冊之網域名稱或為其他合理之處置。

他必要之處置。

8. 註冊人同意如與第三人就其所註冊之

8. 註冊申請人同意如與第三人就其所註冊

網域名稱產生爭議時，悉依「財團法

之網域名稱產生爭議時，悉依「財團法人

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

理辦法」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

法」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域

中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

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

點」等相關規定處理。

處理。

9. 如有不符合TWNIC公告之申請條件，

9. 若註冊申請人違反本同意書、網域名稱註

TWNIC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註冊

冊管理業務規章及其相關規定者，受理註

人，於通知送達後十五日內備具相關

冊機構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註冊申

證明資料以書面敘明其符合申請條件

請人，要求註冊申請人以書面說明該違約

或補正明顯錯漏資料。逾期未補正或

事由。若註冊申請人於接獲通知三十日

無法補正者，TWNIC得取消其所註冊

內，未能以書面檢具事證證明其並無違約

之網域名稱。

情事者，TWNIC及受理註冊機構得取消其

除本同意書另有約定者外，註冊人涉

所註冊之網域名稱。TWNIC及受理註冊機

有違反本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管理

構對註冊人之違約事實未立即採取措

業務規章及其相關規定者，TWNIC得

施，不得為註冊申請人未違約之證明。

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註冊人，要求
註冊人以書面敘明理由回覆。若註冊
人於接獲通知三十日內，未能以書面
檢具事證敘明正當理由或證明其並無
違約情事者，TWNIC得視情況暫停或
取消其所註冊之網域名稱，或為其他
合理之處置。
前項情形如屬註冊人就同一網域名稱
多次涉有違規情事，TWNIC得視情形
要求註冊人於十五日或七日內以書面
敘明理由回覆。
TWNIC對註冊人之違約事實未立即採
取措施，不得為註冊人未違約之證明。
10. TWNIC有權依法令或政策更定而隨時

10.TWNIC有權依法令或政策更定而隨時修

修訂本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

訂本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

務規章及其他相關規定，並公布於

及其他相關規定，並公布於TWNIC網頁或

TWNIC網頁或以電子郵件通知註冊

以電子郵件通知註冊申請人。註冊申請人

人。註冊人若不接受修訂後之同意

若不接受修訂後之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

書、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及其

管理業務規章及其他相關規定者，應於三

他相關規定者，應於三十日內以書面

十日內以書面通知受理註冊機構取消其

通知TWNIC或受理註冊機構取消其所

所註冊之網域名稱。否則，視同註冊申請

註冊之網域名稱。否則，視同註冊人

人接受修訂後之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管

接受修訂後之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

理業務規章及其他相關規定。

管理業務規章及其他相關規定。
11. 本同意書未盡事宜，概依我國相關法

11.本同意書未盡事宜，概依我國相關法律之

律之規定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

規定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法律

章；法律未規定者，得參考網域名稱

未規定者，得參考網域名稱註冊管理之國

註冊管理之國際慣例。

際慣例。

12. 本同意書內容之解釋與適用，概依中

12.本同意書內容之解釋與適用，概依中華民

華民國法令規定之；關於本同意書所

國法令規定之；關於本同意書所生之爭

生之爭議，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議，應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法院。

網域名稱檢舉程序受理流程圖
遇有網域名稱不符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第 9 條規定者，TWNIC 將以下列程序辦理
收受檢舉案件

YES

檢查檢舉案件

提出書面補正文件
NO

1. 確認檢舉信內容是否
屬實
2. 確認檢舉人：身份、
申訴內容、請求為何

案件

◎ 回復檢舉人：
1. 刑事/民事糾紛
2. 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事項 (商標+著
名標章)
3. 與業務無關事項
◎ 通知相關單位：
如非為本單位職權
能處理之事務，將同
時通知相關權責單
位進行處理

YES

被檢舉事項是否為
不得處理事項

補充理由或證據

通知註冊人敘明理由
期限內未以書面
敘明理由(註)

凍結 3 天後
取消該網域
名稱

提出書面敘明理
由

確認是否具合理事由

得視案件狀況提交
網域名稱委員會討論

程序完成
函復 or 其他處理

註：書面答辯期限依據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第 9 條辦理：
如有不符合 TWNIC 公告之申請條件，TWNIC 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註冊人，於
通知送達後十五日內備具相關證明資料以書面敘明其符合申請條件或補正明顯錯
漏資料。逾期未補正或無法補正者，TWNIC 得取消其所註冊之網域名稱。
除本同意書另有約定者外，註冊人涉有違反本同意書、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規章
及其相關規定者，TWNIC 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註冊人，要求註冊人以書面敘明
理由回覆。若註冊人於接獲通知三十日內，未能以書面檢具事證敘明正當理由或證
明其並無違約情事者，TWNIC 得視情況暫停或取消其所註冊之網域名稱，或為其他
合理之處置。
前項情形如屬註冊人就同一網域名稱多次涉有違規情事，TWNIC 得視情形要求註冊
人於十五日或七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回覆。
TWNIC 對註冊人之違約事實未立即採取措施，不得為註冊人未違約之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