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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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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介绍与背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介绍 
本文件报告了中文域名公众咨询委员会对由.hk 中文域名优先注册及 .hk 保留

中文域名类别公众咨询所得到的意见的讨论结果。公众咨询由香港域名注册有限

公司(HKDNR)负责安排。 

 

1.2 背景 

为使中文域名注册成功推出，我们必须确保公众能接受优先注册期计划及.hk保

留中文域名类别的安排。所以，我们于2006年2月27日至4月13日进行公众咨询。

公众咨询文件亦因此由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发布。 

 

咨询文件阐明以下事项： 

(a) .hk 中文域名（中文域名）优先注册期计划的安排；及 

(b) .由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建议的.hk 保留中文域名类别。 

 

公众咨询之目的在于听取市民对于公众咨询文件的意见。 

 

咨询期间，我们总共收到12份意见书，其中一份是由个别人士提交的，而其余的

11份均是由团体及公司提交的。公众咨询委员会曾就有关公众意见的内容展开2

次会议讨论，亦在有需要的时候寻求外界的专业意见，如法律意见等。 

 

公众咨询的内容载于以下连结内的公众咨询文件中 
 
http://www.hkirc.hk/eng/consul/cnosulpaper_e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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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意见检讨 

下表(图表 MR1.2)概括了中文域名公众咨询委员会就公众意见作出的讨论及总结。 
 
图表 MR1.2-意见的讨论及总结之概要 
 
编号 响应人类别 意见内容 中文域名公众咨询委员会讨论结果 
一般 
G1 商业机构及教育机构 回应人认为毋须推出中文域名 虽然响应人认为在香港，推出中文域名并非必须，但

由于国际化域名已在愈来愈多国家通用，香港有责任

提供 .hk 的中文域名予公众注册，而且这关乎香港的

形象。委员会决定按原定计划于 2006 年推出 .hk 中文

域名。 
G2 个别独立人士 响应人提议加入规例，禁止任何人未得

到某人士的同意而使用他的名字作为个

人域名。例如，未得到法定姓名为陈大

文的人士(一位或多位)的同意，不能建

立含有「陈大文.hk」的网站。 

此建议不可行，因为要联络名字与香港身份证上的一

样的人士并不容易。而且，同名同姓的人士可能多于

一位。只联络较受公众认识的一位又会被认为对其他

同名同姓的人士不公平。委员会总结，现时不能接受

这建议。 
G3 政府机构/部门 回应人支持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的安

排—含有「保险」字眼的域名须按照香

委员会决定维持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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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法律处理。 
G4 商业机构 商业机构提议，如果有人注册  「 .个

人.hk」域名，该人士所注册的中文域名

须与其香港身份证上的名字相同。 

此建议确实反映个别人士担心与自己法定姓名相同的

域名被与那名字无关的人士使用。委员会 后决定〈个

人.hk〉域名的注册, 必须使用自己在香港身份证上的

法定姓名。但登记二层中文域名则无须有此项限制。  
优先注册安排 
S1 商业机构--公程及顾问

公司 
响应人不完全同意让商标或服务商标持

有人有优先注册权。其中一位响应人士

指出，小型专业服务公司将公司名字登

记作为商标这种做法既不普遍，也不合

乎成本效益。但回应人支持提供拥有

早生效的.hk 英文持有人可享有优先注

册权的安排。 

回应人是没有已注册商标的中小企。他们提议不让商

标或服务商标持有人有优先注册权。但是，若取消商

标持有人优先注册期，会增加由商标或服务商标持有

人提出的域名争议个案。所以，为把域名争议及无理

占据域名的情况减到 低，委员会 后决定维持商标

持有人优先注册期。 

S2 商业机构 回应人支持让现有.hk 域名持有人有优

先注册权利。 
委员会决定维持让现有.hk 域名持有人有优先注册权

利。 
S3 个别人士 回应人提议对二层域名注册多加一条规

例—不让任何人以别人的名字注册中文

域名，或者若多于一位人士注册同一个

个人名字的中文域名，应先让香港身份

证上的姓名与域名名字相同的人士有优

先注册权。 

此建议提供了一项能减少不合理占据域名的安排。但

是，一个中文域名是否属于个人的姓名是很难判断的。

例如 Vivianne Tam 既是一个时装品牌的名字，也是个

人的名字。而且，此安排牵涉了一个很困难的核实程

序，因为每一份申请，包括二层域名的申请都须要核

实。这样会增长处理时间，为申请人带来不便。再者，

歌影迷会为其偶像注册域名，家长会为其子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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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也会为妻子注册域名作为礼物。所以，这规例会

令上述的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尽管如此，这意见反映了保护香港公众人物名字的需

要。公众人物如现任行政长官、局长或以上职级官员

如律政司长、政务司长、财政司司长、国家主席等。

这些名字很容易会对香港的形象有深远的影响，而且

若被不当使用，可能会引起混淆。但如果把这些名字

都预留起或会有太大限制，因为可能香港也有个别人

士的法定名字是曾荫权，而他亦有权利使用此域名。

后，委员会决定向香港政府政制事务局寻求意见，

再决定是否须管制上述名字的注册。 
S4 商业机构—保险界 回应者提议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提供

一个机制，让申请人在优先注册期(商标

持有人优先注册期)搜寻自己希望注册

的域名是否已被注册。 

此项建议反映了申请人需要知道他们有多大机会能注

册到自己心仪的域名及是否需要重新注册其它域名。

因此，让申请人在优先注册期注册到自己心仪的域名

便能减少将来可能出现的争议。由于优先注册期所注

册的域名应是与申请人所持有的已注册商标或服务商

标一样，所以需要知道其它申请人注册的域名名字的

数据实在未必需要。但是，让申请人在现有客户优先

注册期(即开放予现有.hk 持有人的期间)得到此数据更

为重要，因为每一位合资格的现有英文域名持有人登

记的次数只会和他所持有的现有合资格英文域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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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同。委员会决定在中文域名优先注册期的现有客

户优先注册期期间提供搜寻功能。  
S5 商业机构--电讯 

机构  
在公开优先注册期，现有英文域名申请

人可申请自己喜欢的中文域名。响应人

认为根据域名登记日期作出分配是容易

管理的做法，但可能会令英文.hk 域名登

记日期较后的公司在日后提出争议和解

决方案。回应人没有提议其它分配的方

法。 

意见反映出较迟注册英文域名的非商标或服务商标持

有人确会担心自己心仪的中文域名被其它人士注册，

因为现有客人可随意注册任何一个域名。咨询过法律

意见后，委员会决定在现有客户优先注册期内，若一

个中文域名有多于一位人士申请，会先使用相似性鉴

别，再考虑合资格现有.hk 英文域名的登记日期。相似

性鉴别须包括清晰的确定过程，例如参考字典、发音、

商标、法律文件等。 
S6 政府机构/部门  响应人提议，让政府部门在现有客户优

先注册期内注册较英文域名的数目为多

的域名，令他们可注册该中文名字的全

写及缩写，以防让非政府机构注册的域

名从而令人误以为是政府部门的域名。 

若容许政府部门在现有客户优先注册期内为一个英文

域名注册多个中文域名，可能会被公众误以为政府部

门可以拥有很多个他们认为是需要的中文域名，而事

实上可能其中一些域名与那些政府部门关系不大。因

此，委员会决定控制政府部门的名字的全写及缩写的

中文域名的注册。若要申请注册此等名字，须经由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意。 
S7 政府机构/部门 响应人支持有关安排，指政府部门将获

得 优先分配二层中文域名。 
委员会会维持此安排。 

S8 商业机构--电讯机构、电

视和互联网 
响应人建议于商标持有人优先注册期

间，注册的域名应与商标/服务商标名称

完全相同。如商标名称为「美丽酒家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部门所提供的网上商标

查询数据，商标标志由英文名称及其中文译名组成的

情况很常见。例如「缴费聆 Payment By Pho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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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Lee Restaurant」，域名应为「美丽

酒家 mayleerestaurant」。根据香港域名注

册有限公司的建议安排，注册商可选择

是否于域名内含其商标的英文字母或阿

拉伯数字。但若域名须加入英文字或阿

拉伯数字，则须包括全部于有关商标中

显示的中文字+全部英文字母或是全部

中文字+全部阿拉伯数字。 

「电话廊 ACL Phone Centre」、「面面通 Power Phone」。
如域名包含所有的字符，该域名则实际不是注册商所

选择使用之域名。因此，本公司允许注册商选择是否

在域名中包含非中文字符。但若要包含非中文字符，

则要将商标的所有英文字母或所有的阿拉伯数字都包

含在域名里。因此，委员会决定维持原先的建议安排，

在优先注册期(即商标持有人优先注册期) 允许申请人

注册包含或不包含非中文字符的标记。  
 

S9 商业机构--电讯机构、电

视和互联网 
响应人建议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准许

同一间公司注册的两个或以上的商标/
服务商标申请合并为同一域名。例如，

乙公司有一个商标名称为「丽家」，而另

一个商标名称为「美酒」，乙公司就可以

注册「丽家美酒」为域名。 

此建议会令已拥有「美丽酒家」商标的公司处于域名

被错用的可能，因当中有很多可能的组合，例如「美

丽酒家」的域名有可能是「美」+「丽酒家」或「美丽

酒」+「家」或「美」+「丽」+「酒」+「家」的商标

组合而成。故此，委员会暂不采纳此项建议。 
 

S10 商业机构--电讯机构、电

视和互联网 
回应人并不支持在优先注册期间，当有

多过一个注册商申请同一个中文域名

时，采取抽签形式的做法。响应人建议

应将优先权给予拥有 多在使用中

的.hk 域名的申请者。(在使用中的意思

是正在运作的域名，而销售或寄放的网

址则不被视为「运作」)如申请者拥有相

回应人认为应以商标、已有的.hk 域名及域名的活跃性

作为给予优先权的准则。然而，域名的活跃性较难被

判断。例如我们发现域名现时非作炒卖或寄放用途，

但很难保证下一刻不会作此用途。因此，这不能成为

判断申请者资格的可靠准则。但以申请者拥有英文域

名与否作标准则尚算合理。因此，委员会认为于商标

持有人优先注册期间，如有多过一个申请者申请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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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数目的运作域名，则以域名的 先登

记日期作决定。 
个域名，优先权将给予域名登记日期 早的现有.hk 域

名(相关的英文域名)的申请者。如所有的申请者均没有

现有.hk 域名，则以抽签形式决定。 
S11 商业机构--电讯机构、电

视和互联网 
回应人赞成用申请域名的「指定日期」

(即埗域名登记日期)来决定现有.hk英文

域名持有人是否有权在现有客户优先注

册期期间注册。 

委员会决定维持此安排。 

S12 商业机构--电讯机构、电

视和互联网 
在优先注册期间，若有多过一个申请者

申请同一个中文域名，而他们的 早登

记日期又相同的话，响应人不同意以抽

签形式决定。响应人建议以英文域名的

活跃性和英文域名与中文域名的相似

度，作为决定给予优先注册权的准则，

以代替抽签形式。 

域名即使现时非作炒卖或寄存，很难保证下一刻不会

作此用途。因此，这不能成为判断申请者资格的可靠

准则。 
 
委员会决定在现有客户优先注册期内，若一个中文域

名有多于一位人士申请，会先使用相似性鉴别，再考

虑合资格现有.hk 英文域名的域名登记日期。相似性鉴

别须包括清晰的确定过程，例如参考字典、发音、商

标、法律文件等。 
保留.hk 中文域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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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政府机构/部门 响应人建议为政府机构/部门的名称在

中文域名保留域名表中设立新类别，以

保障政府机构/部门的利益。 

此建议反映有需要保护香港政府机构/部门的名称。但

这些名称经保留后，任何人就不能注册这些名称。然

而，政府机构/部门本身也可能需要注册域名，委员会

认为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可更严密监管政府部门全

名及缩写的注册，而不是保留这些名称。要注册含有

这些名称的域名，须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意。 
R2 政府机构/部门 响应人建议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应参

考其它国家的政策，找出更多应被列入

中文域名保留名单的机构类别，如中国

内地政府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门等

等。 

此项建议反映出有需要尽量避免其它申请人滥用政府

机构域名而对公众造成的混淆。请参阅 R1 的建议。 
 
香港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须要保护一些

中国政府高级部门的域名，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共

产党等名称。委员会建议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向香

港政府的政制事务局咨询有关保留此等域名的事宜。 
R3 政府机构/部门 对于保留华语地区域名的类别，响应人

建议应包括日本及韩国在内，因为这些

国家亦会运用某些汉字。 

此建议值得考虑。委员会认为保留类别名单的名称应

由「以中文为语言的国家/地区名称」改为「使用中文

的国家/地区名称」。日本、韩国及其它运用汉字的国家

(可参考中央情布局的世界数据库或其它公共数据库)
亦会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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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政府机构/部门 响应人建议加入所有国家的中文译名在

域名保留名单中。 
国际趋势并不是保留国家或地区的名称(除非涉及到

国家主权问题)。况且，非使用中文的申请者未必会申

请顶级中文域名，即使国际化顶级域名可供申请，国

家如意大利也不会申请名为「.意大利」的顶级域名。

因此，委员会认为此项建议现时并不适用。 
 

R5 政府机构/部门 响应人建议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在制

定保留名单的「使用华语国家/地区名

称」类别时，列出同义词及国家/地区的

派生词，包括官方名称及非官方名称，

如大陆、中国大陆。响应人建议香港域

名注册有限公司在搜寻和处理这些可能

的派生词时，应保持谨慎、认真、常识

及政治触觉。如有怀疑，则情愿选择较

安全的一方。 

此建议值得考虑。但是，由国家名称演变的非官方机

构或派生词不太可能会对公众造成混淆或被误以为是

官方网站。委员会认为国家名称的非官方名词不须列

入保留名单中，只有正式的官方名称，如中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等才会被保留。 

R6 政府机构/部门 响应人建议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参考

其它国际域名注册机构的方法，如中国、

日本、韩国、台湾，以更新保留域名名

单。 

委员会认为建立.hk 保留域名新类别应先让香港域名

注册有限公司的投诉及争议解决政策委员会通过。如

要更新在名单中个别的名称(不包括更新类别)，应先得

香港域名注册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