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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國目的：
參加 ICANN 47 Durban, South Africa Meetings。
二、 會議行程：
詳如會議網站 http://durban47.icann.org。
三、 考察、訪問心得：
ICANN 第 47 次大會於南非德班舉行，在開幕當天，ICANN 與 4 個 New gTLDs 申請案
簽署了甫出爐的 New gTLD Registry Agreement，ICANN President and CEO Fadi 即表
示，這是 New gTLD Program 歷史上的重要時刻，這將引領 New gTLD 在市場的出現並
將更深化網際網路的影響力。
此次 ICANN 所簽署的 4 份 Registry Agreement 皆屬 IDN New gTLDs，這是在 IDN
ccTLD 之後，第一次出現的 IDN gTLD，以下為領先拔得頭籌與 ICANN 完成簽署的 New
gTLDs 申請案：


International Domain Registry Pty. Ltd.所申請的 “ “ ش ب كة阿拉伯文："網路"。



Core Association 所申請的 “онлайн” 俄文： "線上"。



Core Association 所申請的 “ сайт” 俄文： "網站"。



Spring Fields, LLC 所申請的 “游戏” 簡體中文： "遊戲"。

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仍以關乎未來全球網路發展的 New gTLDs 為主軸，議題涵蓋 New
gTLDs 申請狀況、Contracting Process、Generation Panels to Develop Root Zone Label
Generation Rules、DNSSEC 等一系列議題。此次會議所參與之會議分述如後：
New gTLDs 現況
本次 Durban 會議之前，幾項有關 New gTLD 的相關配套措施相繼出爐，後續通過初始
評審(Initial Evaluation)的申請案，ICANN 將會依申請案之 priority number 序號進行通
知，接到通知的申請人即可以開始進行合約簽署申請程序（Contrac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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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CIR），目前，ICANN 已開始寄發申請序號 1-50 的申請人 CIR 通知。
在此次會議，ICANN 即公布目前 New gTLD 相關最新的申請狀況。在 2012 年 6 月 New
gTLDs 申請案受理截止，總計有 1930 件申請案，扣除其中 97 件已進行撤案後，共計有
1,833 件 New gTLDs 申請案。截至 ICANN 公布日止，總計已有 1,200 件完成初始評審結
果之公布，其中已有 1,092 件通過、有 3 件未通過、43 件仍處審查中、49 件撤案、13 件
合於進一步評估（Extended Evaluation），並已有 31 件申請案已開始進行合約簽署申請
程序。
對於申請案件進行反對及爭議處理（Objec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的案件，根據
ICANN 所公布的數據，請詳下表：
反對類別

件數

Community

104

String Confusion

67

Legal Rights

69

Limited Public Interest

23
263

總計

詳細 Objection filings 之列表請自行參見以下 ICANN 統一公布之頁面連結
http://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status/odr/filings
另因應 ICANN New gTLD 之開放，並防杜註冊爭議問題，一項新的服務 Trademark
Clearing House（TMCH）也已於 3 月份正式啟動開放受理服務，原先預訂於 4 月 30 日
完成 Sunrise/Trademark Claims Systems 之時程，在此次 Durban 會議中進行了調整。
就新的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的服務進程，ICANN 針對幾項重點重新公布預訂時程，
其中關於 Sunrise Integration Testing/Sunrise Live 的啟動時程訂於 8 月 23 日，而 Claims
Integration Testing/Claims Service Live 則訂於 9 月 26 日前完成。
Contracting Process for New gTLD
ICANN 在 Durban 會議之前，即已依 priority number 依序進行通知，而未來在 New
gTLDs Program 中最重要的程序，即是進行 Registry Agreement 之簽署；因此，在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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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CANN Durban 會議中，也特別進行 Contracting Process for New gTLD Applicants
的單元會議，針對後續 Contracting Information Request(CIR)的程序進行說明。
目前 ICANN 在 CIR 的處理程序為：1.依 Priority Number 之次序寄送通知給已通過 Initial
Evaluation 的申請人；2.申請人填寫並完成提交 CIR；3.ICANN 審閱 CIR 並開始進行簽
署程序。其中，申請人就 ICANN 所通過的 New gTLD Registry Agreement 的合約條文，
基本上將面臨二項選擇，一為無修改的需求將合於立即簽約；二為有修改的需求將開始進
行雙方協商。
另就對於原申請內容有變更的部份，ICANN 目前的設計機制仍需要有一個 30 天的 public
comment 期，任何的申請案凡涉及任何的申請內容變更，都必須經過如此的程序方能進
入到下一個階段；同時，也可能面臨須重新進行 “re-evaluation”的程序，針對申請內容
之變更，請詳閱 ICANN 網站：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customer-service/change-requests
以下為 ICANN 對於申請內容變更，在進行 CIR 時，規定必須通知 ICANN 及相關的程序：

Applicants must notify ICANN of any changes to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its
Application using the published change request process found here: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customerservice/change-requests. Any such

changes to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documented in detail to ICANN. All approved,
public‐facing change requests are subject to a 30‐day comment period. Applications
may not proceed to the next step until the 30‐day comment period has elapsed. Some
change requests may require re‐evaluation. If you have any changes to your
application, you must indicate so by checking the correct box in the CIR.
後續 CIR 相關程序與資訊可參閱以下連結：


Contracting / Registry Agreement page of microsite: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base-agreement-contracting



CIR Guidance, Contracting User Guide, and sample COI and Cross-Ownership: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base-agreement-contracting



Approved Data Escrow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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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base-agreement-spec-2-data-escro
w


Change Request process: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customer-service/change-requests



Questions? CSC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here: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customer-service

Generation Panel and JET 討論
在繼上一次 ICANN 北京會議，就與日本 JPRS，韓國 KISA 討論重啟 JET 作為 CJK
Generation Panel 發展之議題，在此次 ICANN Durban 會議中，來自中文社群的 CNNIC、
TWNIC，日文社群的 JPRS 及韓文社群的 KISA 等代表，與 ICANN 進行一場面對面的討
論會議；針對 ICANN 在成立 Call for Generation Panels to Develop Root Zone Label
Generation Rules 所引發有關 CJK 的議題上進行意見交換，其中涉及到由 JET 共同組成
CJK Generation Panel 等之可能性；ICANN 對此表達，如果由 JET 推舉 Panelists 的方式
並不符合 ICANN Call for Generation Panels 的程序，但歡迎代表不同語言的代表參與
panel 。在此次討論後，CJK 社群將再進行後續的溝通與討論。
ccNSO 會議
在此次 ICANN Durban 會議中，ccNSO 的會議，主要的討論與報告的主題包括：ccTLD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 The Domain Name Industry Association, IANA Update,
Multistakeholder Models of ccTLD Governance: Dynamic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cTLD Marketing and Publicity 以及各個區域 country code 組織 AfTLD , APTLD, CENTR,
LACTLD 的現況更新報告。

目前針對 ccNSO 對 ICANN 在財務上所進行的捐助（contributions ）， ccTLD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工作小組建議了 Voluntary Contribution Guidelines：1.ICANN 及 ccNSO

均共同瞭解捐助對每一社群關係所帶來的價值；2. ccNSO 瞭解 ICANN 在支出的計畫中對
於 ccNSO 直接與特定的受惠應該要合理的回饋補貼至 ccNSO；3.在符合公共利益與非營
利機構的角色，ICANN 應被鼓勵持續增進管理的效能與成本效益：4.這個 Contribution
Guidelines 應該因應 ccTLDs 不同的營運環境與監管模式；5.ccNSO 已發展了一個 banded
model，然而，捐助的級數仍取決於 ICANN 與個別的 ccTLD 之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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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New gTLDs 的開放，對 ccTLDs 而言是個重要的討論議題，在 ccTLD News Session 的
單元中，相關 ccTLDs 就如何推廣域名註冊，也各自提出看法進行交流討論。
更多 ICANN 德班會議之相關訊息及資料，可參閱：
http://durban47.icann.org
http://ccnso.icann.org

四、 建議事項
1. 持續關注 New gTLDs 之發展狀況，並建議就我國市場在導入 New gTLD 的同時，與
域名相關之商標保護機制 Trademark Clearinghouse、Sunrise 與 Claims 的運作及後
續域名爭議處理等，都應進行瞭解與規劃配套因應。
2. 對於未來在重新啟動 JET 與否之問題上，需再進一步觀察與評估並建議再行於中文社
群進行溝通。
3. 建議我國相關管理單位，對於 New gTLD 即將進入市場的環境丕變，應如何有效管理
並促進域名註冊產業發展，亟須積極因應。
ICANN 的下一次會議將於今年 11 月 17 至 21 日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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