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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03 日日日日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部部部部  練家雄律師練家雄律師練家雄律師練家雄律師 
賴靜瑜賴靜瑜賴靜瑜賴靜瑜律師律師律師律師  撰撰撰撰 

企業及員工們皆不可不知之營業秘密法企業及員工們皆不可不知之營業秘密法企業及員工們皆不可不知之營業秘密法企業及員工們皆不可不知之營業秘密法 

前情前情前情前情 

在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上，常見企業藉由專利權之取得以獲得排他性效力，惟專利保護須以公開

為前提，且專利有因期間經過而轉為公有領域之風險。因此，對於企業不欲公開之秘密資訊，如小吃店

秘方、可口可樂配方、研發成果等，則得以營業秘密（trade secret）加以保護。 

我國營業秘密法於民國 85 年制定時，主要係參照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

ZATION，簡稱WTO)「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ade 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簡稱 TRIPS」附屬協定第 39條，各國必須立法保護營業秘密。立

法目的乃在對於合法持有之資料，有防止被洩漏或遭他人有違商業誠信方法取得或使用之可能，且揭櫫

了法律所保護之營業秘密，須符合「秘密性」、「價值性」及「保密措施」(如下所述)之要件。 

在民國 85 到 102 年間侵害營業秘密之實務案件中，營業秘密法僅規定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而

刑事責任則須回歸刑法之背信、竊盜、侵占、洩漏電腦秘密罪、洩漏工商秘密罪等處理，惟前開刑法之

規定亦殊欠完整且法定刑過低，保護實有不足，加上近年來屢屢傳出企業營業秘密外洩之案件，如友達

光電高階主管離職將營業秘密外流至中國、台積電高階研發人員被競爭南韓廠商高薪挖腳、聯發科離職

員工洩密等，使企業內部之重要資訊不法流向境外，大幅地危及我國產業競爭力，因此我國在 2013年 1

月 30 日通過了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至第 13 條之 4 之增訂刑事責任處罰之條文，擬有效遏阻重要資

訊流至國內外之不法行為。本文擬就營業秘密法應注意之重要內容條列如下： 

那些無形資產屬於法律保護營業秘密之範圍那些無形資產屬於法律保護營業秘密之範圍那些無形資產屬於法律保護營業秘密之範圍那些無形資產屬於法律保護營業秘密之範圍？？？？ 

按營業秘密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

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左列要件者：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易言之，受

法律保障之營業秘密應包括「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所能知悉者」、「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

濟價值」、及「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三要件，符合三要件者始可為受法律保護之營業秘密。

謹就此三要件分述如下： 

一、 「秘密性」：多須視具體文件資料進行價值判斷，故個別不同資料將有不同之認定，雖

茲列舉法院實務目前可能具秘密性質之資料有：發現、構想、概念、各發展階段之軟體

原始碼、目的碼、構圖、產品規格、其他設備以及專門技術或其他文件資料、品質控制

制度或相關資料、行銷技巧與資料、行銷與發展計劃、客戶名單及關於客戶、價格或定

價政策、財務資料等。 

二、 具價值性質有：為特定客戶量產以及出貨之時程、商品底價、服務業經揀選歸類之客戶

名單、房屋仲介業之成交紀錄表所記載之成交顧客資料、成交價、佣金金額、中人費、

各承辦店及經紀人分配業績及佣金之比例、具有競爭性之產品銷售價格與條件等，均受

法院實務判決肯認係受營業秘密法保護之秘密。 

惟須注意者，法院在認定是否構成營業秘密時，通常要求企業負擔該資訊具有

「獨特性」或「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之舉證責任，易言之，若企業主張食品

配方或是特定產業技術屬於其營業秘密時，企業須舉證證明其獨特性，方受營業秘密法

之保護，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212 號民事判決中提到：「薔薇派主張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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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二人未能信守上開技術員工機密切結書之規定，利用任職期間所取得之「薔薇

派」食品製造商業機密技術，於「葳士派」店內從事與原告公司相似之糕餅行業，並提

出宣傳單、價目表二份為證。…惟原告薔薇食品有限公司與「葳士派」之產品式樣及名

稱雖有部分雷同，但此均為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透過原告宣傳單及價目表即可仿效，

尚難逕謂為營業秘密，至於原告產品之配方有何獨特性，其與「葳士派」產品之配方有

何相類之處，原告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定被告二人製作糕餅所用之技術，係屬於

「薔薇派」食品製造之「商業機密技術」。 

三、 保密措施–風險控管 

在過往發生員工侵害營業秘密之案件中，企業是否具有合理保密措施，常影響

企業營業秘密一旦被洩密，是否能求償之重點。提供實務上目前認定有合理保密措施之

方式如下： 

- 對於書面型態之文件標明機密、限閱、或 DO NOT COPY 或其他類似之記

號。 

- 對於現任職員工及離職員工，是否均有簽署保密之合約。 

-  加強宣導企業機密資訊管理規則、紀錄列管取得機密資訊人員讀取使用機密資

訊之時間等方式，確保機密資訊之維持。 

- 公司內部郵件監視系統成做為訴訟上之證據，證明員工及接收資料之對象(包

含個人或其他公司)及其附件內容，以用來佐證員工有計畫大量取得公司機密

資料之行為。 

透過那些契約條款之事先簽訂透過那些契約條款之事先簽訂透過那些契約條款之事先簽訂透過那些契約條款之事先簽訂，，，，確保企業之智慧財產權確保企業之智慧財產權確保企業之智慧財產權確保企業之智慧財產權？？？？ 

一、 保密條款(Non- Disclosure Agreement) 

為證明企業主符合營業秘密「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之要件，建議企

業與所有已經或將來接觸特定營業秘密資訊之人簽訂「保密條款(Non-Disclosure Agree-

ment)」，因企業若未簽署保密條款，日後若涉及營業祕密外洩時，部分類型之行為，較

難以被認定屬於犯罪行為，此時被洩密之企業，在訴訟上只好回歸民法之侵權行為之規

定請求，據此，被害企業則需對行為人主觀狀態、行為人是否有盜取智慧財產權之不法

行為、及對於所受損害之計算之負起舉證責任，如此勢必將增加企業敗訴之機率，增加

求償之困難。 

二、 競業禁止條款（Covenant not to compete）（Noncompetition Agreement） 

近年來，無論是高科技產業、金融服務業，甚至房屋仲介業，要求員工簽訂競

業禁止條款甚為普遍。然而，由於競業禁止條款將涉及「雇主經濟利益」以及「受僱人

生存權及工作權」之衝突，因此，簽訂怎麼樣的條款才有效？範圍如何認定？實務上重

要之問題。 

在判斷「競業禁止條款」之效力上，勞委會台 89 勞資二字第 00 三六二五五號

函曾表示「勞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競業禁止條款現行法令並未禁止，惟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的規定，契約條款內容之約定，其情形如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無效」換言之，若

約定之條款係屬合理，則仍有拘束雙方當事人之效力；而綜合歷年來法院就競業禁止條

款是否有效之爭議所作出之判決，亦可歸納出下列衡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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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或雇主須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之保護利益存在。一般指企業主有值得保障的

權益存在，並不只限於營業秘密，甚至包括機密的顧客名單及雇用人獨特不尋

常的服務。而若企業指派員工接受特殊的訓練，也是一種合法可受保護的利

益，至於，有沒有值得保護的利益，應該由企業主負舉證責任。 

（二） 勞工在原雇主之事業應有一定之職務或地位。企業既然是為了防止其合法利益

受損，而與員工簽訂競業禁止條款，則受規範之對象應該也是以其離職後的競

業會造成企業受到損害為範圍，而不能及於所有的員工。所以，薪資低職位低

的員工，縱使離職後再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任職，亦無妨害原雇主營業之

可能，此時之競業禁止約定應認拘束勞工轉業自由，不應予以允許。 

（三） 對勞工就業之期間、區域或職業活動範圍，應有合理之範疇。競業禁止的區

域，有以企業主營業的範圍為大小，來作為限制競業的範圍。不過，就企業主

保護其合法利益這一點來看，應以競爭利益是否受影響來判斷具體的禁止競業

地域；再者，限制員工職業活動的範圍，應該限定在員工因為在企業內服務，

有學習或接觸到特殊專門的業務範圍內，不宜擴及原公司經營的所有業務範

圍；最後關於競業禁止的期間到底多長是合理的期間，則必須要依照各該產業

環境變動速度的快慢、員工實際接觸營業秘密的情形、公司是否予以一定補

償、員工從事該工作是憑藉其固有智識還是原僱主的訓練而定。因此，在如何

的年限範圍內作限制始為合理，有待多方斟酌與探討。 

（四） 補償勞工因競業禁止損失之措施。補償是一種政策上衡平調和的功能,透過補償

金的支付，不僅受僱人的損失可以彌補，而雇主支付一些金額以保障其較大利

益也是值得的。 

（五） 離職後員工之競業行為是否具有顯著背信性或顯著的違反誠信原則。例如亦即

當離職之員工對原雇主之客戶、情報大量篡奪等情事或其競業之內容及態樣較

具惡質性或競業行為出現有顯著之背信性或顯著的違反誠信原則時，此時該離

職違反競業禁止之員工自屬不值保護。 

違反營業秘密法違反營業秘密法違反營業秘密法違反營業秘密法，，，，涉及之刑責規定涉及之刑責規定涉及之刑責規定涉及之刑責規定？？？？ 

為有效遏阻不法行為人洩漏企業之營業秘密，新增訂之營業秘密法第 13-1 規定，「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 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得營業秘密，或取得後進而

使用、洩漏者。 

二、 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三、 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

秘密者。 

四、 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而取得、使用或洩漏者。前項之未

遂犯罰之。科罰金時，如犯罪行為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得於所得利益之三倍

範圍內酌量加重。」 

因本條規定屬於告訴乃論之罪，為促進犯罪事實真相發現，參考國內外窩裡反之作法達一網打

盡、或放小抓大之目的，而採取告訴可分原則，亦即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

其他共犯(營業秘密法第 13-3 條第 2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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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營業秘密法第違反營業秘密法第違反營業秘密法第違反營業秘密法第 13-1條之罪屬於告訴乃論之罪條之罪屬於告訴乃論之罪條之罪屬於告訴乃論之罪條之罪屬於告訴乃論之罪？？？？ 

營業秘密法第 13-1 條之罪，雖有立法委員抨擊違反營業秘密法涉及不正競爭、且往往企業損

失高達百億，因而主張其應以公訴罪立法，但現行在國內違反營業秘密之刑事責任(營業秘密法第 13-1

條之罪)，仍因其侵害法益仍屬私權之本質，制定為告訴乃論之罪，故被害之企業需注意若擬提起告訴

時，須於知悉犯罪事實 6個月內提出。 

域外加重處罰域外加重處罰域外加重處罰域外加重處罰？？？？ 

新增訂之營業秘密法第 13-2 規定，「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犯前條第

一項各款之罪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金。前

項之未遂犯罰之。 

科罰金時，如犯罪行為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得於所得利益之二倍至十倍範圍內酌量

加重。且此條為非告訴乃論之罪。」 

老闆併同處罰老闆併同處罰老闆併同處罰老闆併同處罰？？？？ 

新增訂之營業秘密法第 13-4 規定，「對於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侵害營業秘密而須負擔刑事責任時，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該條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提告之專業法庭提告之專業法庭提告之專業法庭提告之專業法庭？？？？ 

司法院目前在板橋已經成立智慧財產法院專門受理智慧財產之糾紛，但並非專屬管轄，原告仍

得選擇在被告住所地或營業地來起訴或實際行為犯罪地提出告訴。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企業和員工都必須了解營業秘密法，並為事先預防措施，以避免將來需動用或觸犯到營業秘密

法之相關規定。 

在現今我國已經由實體財產移轉到無形之智慧財產權之競爭的時代，營業秘密屬企業的無形資

產中，涵蓋廣、亦無時限之智慧財產權，而在營業秘密受到侵害之訴訟中，若無完善之訴訟策略及事前

做好證據保全之工作，通常被害的企業都無法得到十分滿意的結果，故訴訟對企業來說應為最後之手

段。 在平時，不論中小型企業應未雨綢繆，在管理面制定相關保密措施，落實風險控管，且須進而對

公司內部資訊進行整理、分析，並界定出該等資訊之獨特性及價值性，就機密等級高者，應加強控管

(如就軟、硬體設備上限縮使用之權限或時間)，一方面得避免營業秘密外流，另一方面萬一發生侵害營

業秘密時，亦可增加法院肯認該等資訊屬營業秘密之機率。 

在員工方面，員工們亦應認識到，因新修正之營業秘密法訂有刑責規範，除應注意自身是否有

簽訂有保密合約、競業禁止條款，及需仔細確認其內容外，亦應注意或離職後所從事之工作是否牽涉到

前公司之營業秘密，以免觸動營業秘密法之規定及增加日後涉訟之困擾。 

 

 
參考實務見解： 

新竹地方法院 77年度訴字第 579號（全友電腦與力捷電腦影印掃描技術洩密） 

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勞上易字第 51 號 民事判決（禁業禁止條款之效力） 

板橋地方法院 93年度簡字第 4959號刑事簡易判決（合理保密措施判斷參照） 

臺北地方法院 97年易字第 500號刑事判決（聯發科離職員工洩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212號民事判決（薔薇派配方洩密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