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适用于.hk 及.香港域名 

[2011 年 2 月 22 日生效] 

1. 目的 

 
本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争议解决政策") 为域名登记人和注册服务商间订定的域名

注册协议之部份 ("注册协议")，也是香港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HKIRC)对关

于注册和使用.hk 与.香港顶级域名(域名)强制性条款的一部分。本政策述及关于

域名登记人与除 HKIRC 之外的任一方间，对注册与使用域名争议之条款与条

件。 

 
本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 条将依据 HKIRC 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程序规则(“程序规

则”)以及指定仲裁争议处理服务机构之补充规则(“补充规则”)来执行。 

2. 域名登记人声明 

 
域名登记人向注册服务商申请注册、保留或续用域名时，即代表域名登记人向注

册服务商和 HKIRC 陈述并保证： 

(a) 域名登记人于注册协议中所作出或于申请域名程序中向注册服务商提出之陈述皆

为完整且正确； 

(b) 域名登记人尽其所知并确信，其所申请之域名不侵犯或违反任何第三方之法定权

利； 

(c) 域名登记人执意使用该域名； 

(d) 域名登记人使用此域名，乃合法及合乎本身利益的； 

(e) 域名登记人使用域名不会蓄意违反任何适用的法律及规则； 

(f) 任何由域名登记人或域名登记人之代理人提供给注册服务商或 HKIRC 的资讯，

包括此类资讯之增加或修改部分，皆为完整且正确；且 

(g) 当域名登记人接获任何由于注册或使用域名引起或相关要求、行动或请求时，域

名登记人将立即寄送书面通知给注册服务商，通知有此类要求、行动或请求，而

注册服务商则应通知 HKIRC。 

 
域名登记人有责任确认域名登记人之域名注册有否侵犯或违反其他人之权利。 

3. 域名取消、转让及更改 

 
如有下列情况，则注册服务商或 HKIRC 可取消、转让或更改域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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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域名登记人和争议中另一方发给注册服务商和 HKIRC，关于争议已解决之书面

或电子说明收条；或 

(b) 注册服务商或 HKIRC 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法庭发出命令要求采取此类行

动；或 

(c) 收到程序规则中所述之仲裁小组决定，要求执行此类关于域名注册之行动。 

 
即使本域名争议解决政策已有规定，但注册服务商或 HKIRC 仍可依据注册协议

或任何法律规定取消、转让或更改域名注册， 

4. 强制仲裁程序 

 
本条内容说明域名登记人必须遵守强制仲裁程序。这些程序将由 HKIRC 许可之

任何一争议处理服务机构(“服务机构”)执行。 

(a) 适用争议。 

若第三方(“申诉者”)向适用机构提出声明，则域名登记人必须遵守强制仲裁程

序，并遵照此类服务机构的程序规则和补充规则，当： 

 

(i) 域名登记人的域名和申诉者于香港具权利的商标或服务商标完全相同或容易

造成混淆；及 

 

 

(ii) 域名登记人对于域名不具使用权利或不应享有相关的合法利益；及 

 

 

(iii) 域名登记人之域名已注册，且被恶意使用，及 

 

 

(iv) 若域名由个人注册，但该域名登记人不符合此类个人域名之注册条件。 

 

 
要在仲裁程序中胜诉，申诉者必须证明上述各项皆为现状行为。就第(i)项关于中

文域名，其繁体或简体形式或任何其他于中文相异字表(按注册协议中的定义)中

出现的异体中文域名或商标，也将被视为与该中文字完全相同或容易造成混淆地

相近。 

(b) 注册及用于欺诈意图之证据。 

为施行第 4 条(a)(iii)项，若仲裁小组确认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

况)成立，则会成为恶意注册及使用域名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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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蓄意注册域名，以将之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转让域名予拥有有关注册商

标或服务商标的申诉人或其竞争对手，以赚取较域名登记人为域名注册直接

洐生之成本多的利润；或 

 

 

(ii) 注册域名以阻碍有关的注册商标或服务商标持有人注册包含有关商标的域名

标或标记及域名登记人已有类似行为的前科；或 

 

 

(iii) 域名登记人注册域名以干扰竞争对手的业务；或 

 

 

(iv) 蓄意透过使用与申诉人拥有的注册商标或服务商标相似的域名，以代表域

名登记人的网站或网页，企图误导互联网使用者相信有关的网站、网页内

容或所载的产品或服务，是由申诉人提供、赞助、联营或得到申诉人授

权，从而获得商业利益。 

 

(c) 违反 idv.hk/.个人.hk/.个人.香港域名(“个人域名类别”)注册合格条件的证据 

。为施行第 4 条(a)(iv)项，域名登记人是已违反任何注册于个人域名类别中的域

名合格条件。这包括组成域名之名称非域名登记人于注册协议和注册政策、程序

与指引以及刊载之政策中定明之个人.hk 和个人.香港域名之法定名称。 

(d) 在域名争议中如何提出理据证明域名登记人有域名的使用权及合法利益 

 
当域名登记人接获如第 3 条程序规则中所述之申诉并需要作出答辩时，域名登

记人应参考程序规则第 5 条来决定如何准备域名登记人的答辩。 

 
按本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 条(a)(ii)项，若仲裁小组确认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情况)成立，则会成为证明域名登记人对有关域名有行使权或合法

利益： 

(i) 有足够理据证明域名登记人在收到域名争议通知前，已明显准备使用或已使用有

关域名，或正在香港使用与域名相同的名称提供商品或服务；或 

(ii) 即使域名登记人未于香港境内取得商标或服务商标权，但域名登记人(以个人、

企业或其它组织形式) 对有关域名的使用已为大众所知；或 

(iii) 域名登记人拥有商标或服务商标权，而该商标和域名登记人所持有之域名完全相

同；或 

(iv) 域名登记人将域名用于合法非商业或诚信用途，并未意图获取商业利益而误导消

费者或损毁争论中之商标或侵犯相关注册商标或服务商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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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若该域名已注册于其中之一项个人域名类别，则该注册域名必须为域名登记人自

有之“个人名称”，这可以是(1)域名登记人的法定名称，或者(2)该域名登记人为

人所知之名称，包括例如是域名登记人若为作者或画家时所用的笔名；或若域名

登记人为歌手或演员时所用的艺名；或域名登记人自创或可显示其具有使用此虚

拟角色名称的权利。 

(e) 选择服务机构。 

申诉者向机构提出申诉时，应从 HKIRC 认可的服务机构之中选择，所选定之服

务机构将处理其仲裁程序。 

(f) 开始仲裁程序与处理过程及指派仲裁小组。 

程序规则与服务机构之补充规则中说明了开始与执行仲裁程序及指派仲裁小组的

处理过程。 

(g) 费用。 

在仲裁小组根据本政策处理任何相关争议之前，申诉者应将所有费用支付予服务

机构，除非域名登记人如程序规则第 5 条(b)(iv)项或补充规则中所述，选择仲裁

小组成员数目从一位增至三位。在这种情况下，域名登记人与申诉者将平均摊分

所付费用。 

 
请注意程序规则第 18 条(d)项，说明了特殊情况下可能需支付的额外费用，例如

举办亲自到场听证会。 

(h) HKIRC 不涉及仲裁程序。 

注册服务商与 HKIRC 不得也不会参与任何仲裁小组的处理或执行程序；另外，

注册服务商与 HKIRC 也不会对仲裁小组所作出之裁决负责。 

(i) 赔偿。 

根据仲裁小组决定给予申诉者之解决方案，应仅限于要求取消域名登记人之域名

或将该域名之注册转让给申诉者，且应由注册服务商执行。若注册服务商无法执

行，且未提出正当理由，则由 HKIRC 执行该争议裁决。 

(j) 通知与刊载。 

服务机构应通知注册服务商与 HKIRC 关于任何仲裁小组针对域名所做之裁决。

根据本政策及程序规则与机构之补充规则所做之所有裁决皆为最终决议，且应在

互联网或以其他形式全部刊载，除非仲裁小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须要校订部分裁

决。 

https://www.hkirc.hk/content.jsp?id=36&lang=cn
https://www.hkirc.hk/content.jsp?id=36&lang=cn
https://www.hkirc.hk/content.jsp?id=36&lang=cn
https://www.hkirc.hk/content.jsp?id=36&lang=cn
https://www.hkirc.hk/content.jsp?id=36&lang=cn
https://www.hkirc.hk/content.jsp?id=36&lang=cn


 
当申请域名及要求 HKIRC 或注册服务商注册、保持或更新域名注册时，域名登

记人同意仲裁小组针对以域名登记人为被告之仲裁结果，将公开刊载于指派仲裁

小组之注册服务商和/或 HKIRC 和/或服务机构之网站。 

(k) 仲裁小组决议。 

若仲裁小组决定应取消或转让域名登记人之域名注册，则注册服务商将在注册服

务商与 HKIRC 收到服务机构通知仲裁小组决议后，等候十(10)个工作天才执行

该决议。若注册服务商无法执行该决议，且也未提出令 HKIRC 接受之正当理

由，则由 HKIRC 执行该争议决议。 

(l) 域名配对。 

根据注册政策、程序与指引或依据注册协议所述之域名配对，其两个或所有于配

对组合中之域名亦须遵照仲裁小组之裁决。若裁决为必须取消或转让，则所有配

对组合中之域名也须遵照仲裁小组之裁决。 

5. HKIRC 和/或注册服务商对仲裁程序的参与 

 
注册服务商和 HKIRC 将不以任何方式参涉任何域名登记人与其他注册服务商和

HKIRC 以外之第三方关于注册与使用域名登记人域名之争议仲裁。域名登记人

不可应在域名争议中，将注册服务商或 HKIRC 列为参与仲裁的其中一方，或将

注册服务商和/或 HKIRC 包含在任何此类程序之内。若注册服务商或 HKIRC 为

此类程序中的任何一方，则注册服务商和 HKIRC 将保留提出任何理据、进行答

辩及采取任何适当行动以作出辩护的权利。 

6. 维持现状 

 
除了上述第 3 条所述的情况外，注册服务商或 HKIRC 不会取消、转让、启动、

停用或更改域名注册的状况。 

7. 争议期间域名的转让或更改注册服务商 

 
域名注册在以下情况下，域名登记人不应转让其域名的持有权：(i)根据第 4 条之

仲裁程序尚未完成，或在域名争议仲裁结果公布后十(10)个工作天内；或当(ii) 

域名争议仲裁程序尚未完成，除非受让人以书面承诺同意遵行仲裁庭对域名争议

作出的裁决。若有任何域名转让申请违反本条所述准则，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

保留取消有关域名转让申请的权利。 

 
在根据第 4 条所述的情况，在仲裁程序尚未完成期间，或在域名争议仲裁结果公

布后十(10)个工作天内，域名登记人不应转让域名登记人之域名注册给另一位注

册服务商。在仲裁程序尚未完成期间，若原注册服务商愿意持续遵守根据本政策

与程序规则中，对于域名登记人执行之仲裁程序，域名登记人可转让相关域名管

理权给另一注册服务商。若仲裁程序尚未完成期间，域名登记人将域名注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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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另一注册服务商，则此类争议依然须遵守原注册服务商之注册协议，而新注册

服务商亦须同意执行仲裁小组针对相关域名注册争议所作出的裁决。 

8. 政策修改 

 
本政策及程序规则可随时由 HKIRC 作出修改。HKIRC 每次修改本政策与其程序

规则时，将于 HKIRC 网站 www.hkirc.hk 事先刊载本政策和/或程序规则之修定

版本(如适用则提前十四(14)个日历天)。本政策和/或程序规则之每一修订版本，

根据修订版最上方说明之有效日期，对注册服务商、域名登记人与 HKIRC 皆具

约束力及效力，且将取代所有先前本政策和/或程序规则版本中的条款。域名登

记人应定期浏览注册服务商和/或 HKIRC 网站，以便获悉此类修订讯息。 

 
若已修订的本政策和/或其程序规则在域名争议提交予域名争议仲裁服务提供机

构后生效，有关的域名争议将会按提交时的本政策和/或其程序规则版本处理，

直至仲裁程序完成。 

 
若反对任何本政策和/或其程序规则内的修订，域名登记人只可选择取消与注册

服务商的域名注册，唯所缴交的任何费用将不会获得退还。修订后的本政策和/

或其程序规则将会适用于您的域名注册，直至有关的域名注册取消为止。 

9. 其他 

 
在本政策中： 

(a) 凡属单数之词汇，其含义包含复数，反之亦然。 

(b) 凡属男性之词汇，其含义包含女性，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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