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營業秘密法概述

智慧財產權是新興的法律權利，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智
慧財產權更是成為衡量一個企業組織甚至一個國家，財富和競爭能力
的重要指標。國內近年科技產業蓬勃發展，除面臨國外大廠專利訴
訟，鉅額權利金索取外，反傾銷控訴等案件屢有常見，且持續產生爭
議。企業廠商熟悉專利訴訟、授權實務及法律攻擊防禦，成為產品研
發與市場行銷的重要關鍵因素，也只有依靠智慧財產權制度與規範市
場經濟，鼓勵和保護正當的競爭，並反對不當的競爭行為，才能有效
地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場秩序。
近年來，智慧財產權之議題乃是我國與國際間法律發展的重要核
心領域，尤其是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以及人才流動的快速，不斷
衍生出新的問題，法律之制定與修改更是頻繁。我國早期對於智慧財
產權之保障，特別是有關營業秘密，並未特別重視，因此形成許多保
護的漏洞，一直到民國 85 年營業秘密法公布施行後，才逐步建立完
整的保護機制。
智慧財產權範圍不斷擴充，使得營業秘密法律觀念，從單純產業
倫理或商業道德領域，如契約關係中保密義務或信賴關係之違背，逐
漸演變至涉及財產權範疇，即商業間諜侵權行為，至產生市場不公平
競爭型態等諸多課題。保護營業秘密早已跳脫傳統法學型態，如何在
現行法律機制下，獲得更周延保障，儼然形成一種新的挑戰。
科技業的日新月異，加盟形態企業的建立，我們面臨了一個很嚴
重的問題─如何保障受雇人在離職後跳槽到競爭對手時，不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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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司營業秘密的安全性？甚至在職期間「商業間諜」的發生？加
盟店在脫離加盟後對加盟契約中技術移轉的保密性限度為何？業者研
發出的智慧成果，往往投注大量精神、金錢，若遭人任意剽竊或公
開，則多年心血付諸東流，但過度的保護業界，是否又會剝奪到受雇
人的工作機會，影響其生存權，本書嘗試從一、營業秘密之定義；
二、就目前民法、刑法、公司法、憲法、公平交易法、勞動基準
法……的規定；三、外國立法例；四、本國判決；五、本國「營業秘
密法」爭議較多條文之討論……數方面剖析上述問題，希望能協助僱
傭雙方權利義務的平衡性，同時，也能更符合 WTO 對我國在智慧財
產權的要求，俾使我國經貿組織在邁入國際舞臺的角色上，更加成熟
自信。
現代科技昌明，資訊傳播的速度日新月異，不論在同類業務公司
型態、加盟店的連鎖經營甚或資訊業的僱傭關係，都牽涉到所謂「營
業秘密」的保護，亦即所謂競業禁止的規定。目前我國在公司法、勞
動基準法、民法、刑法、專利法、公平交易法……等都有規範的條
文，而西德、日本、美國在法規、判例及實務上也有可以參酌的地
方。因此，本書將先探討營業秘密的定義、目前的法規、契約存續及
契約終止後的規範、
「營業秘密法」的討論、改進建議等數種部分，
並補充外國立法例，希望能在實務見解尚未一致，規定又各司其職的
狀態，對商業行為、出版業、資訊業、生產業……等影響甚鉅的「營
業秘密」有一番省思。
商業間諜危機，放諸資訊科技大國皆適。2013 年歐巴馬政府公布
「降低經貿機密遭竊行政策略」
，重申並正視官方及民營企業，機密
資訊長期遭侵入及被竊的嚴重問題，該報告中指出福特汽車、通用汽
車、杜邦、摩托羅拉等知名美商的機密外洩，都與大陸公司或民眾相
關，間接證實中國大陸被視為竊取商業機密的主要國家。位處技術轉
型期的臺灣，似乎無法遠離此一風暴；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截至
2013 年底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總金額已高達 136,634,447（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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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於投資國別評比中遙遙領先其他地區與國家，即中國大陸已成為
臺商對外投資最集中的地區。

圖 1-1：我國核准對外投資國別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第三波經濟是屬於資訊網路和知識經濟的時代，任何一家以專業
知識技術為核心的企業，除應當具備一套良好的管理模式外，發生事
故時，更有其必要以法律方式加以保護機密資訊；不論自預防性法治
宣導，管控過程乃至證據保全程序，甚遭受侵害後之訴訟攻防，皆環
環相扣實務管理的每一步驟。權利救濟既為保護機密資訊之最後手
段，本文擬採用法律觀點切入，探討兩岸營業秘密保護機制，藉由若
干案例評析，反思法律要件，為其量身訂制具體措施或保護制度，希
冀就管理實務上讓企業主或管理階層有所體悟。
知識經濟深化數位科技與全球趨勢，驅使企業、產業甚國家核心
競爭力，早已不同於以往的實體資本投資型態。經濟部 2020 產業發

案例式營業秘密法
004

展策略擬定，將臺灣整體產業無形資產占固定資本形成比重，由 2009
年 8%提升至 2020 年 15%；揭示無實體型態資產，即知識創造、加值
與應用，因具其競爭優勢，足以支撐一國經濟持續成長之主要動力。
產業與企業關係向來密不可分，經營大環境加速變遷，迫使產業不得
不從投資導向轉型為創新導向，連帶牽動企業競爭的秘密武器，由有
形的資本財與技術，逐漸轉趨為看不見的資產或知識。
早期，企業提升競爭力的手段，不外乎為技術升級以降低成本，
創造差異化提高售價，或開發新產品創造新需求，甚至轉型跨入新領
域，開創新市場等。21 世紀進入知識密集型產業階段，經濟發展戰略
轉向著重研發與創新，然而仰賴研發成果做為競爭優勢的高科技公
司，一旦發生商業間諜或中高階主管帶頭跳槽事件，其所造成的經濟
損失難以估算。當今競爭白熱化的商業活動中，這股惡質風氣對耗資
創新研發的企業而言，實為致命一擊，於是乎，現行實務管理再度扭
轉思維，創新資訊既已成競爭策略基石，勢之所趨掀起企業對營業秘
密保護、競業禁止及科技管制等議題的高度重視。
任何一家以專業知識技術為核心的企業，往往發展出自身獨特之
生產技術與經營策略，並以營業秘密方式加以保護，顯示企業主對營
業秘密重視有增無減。2013 年光學元件龍頭大立光案、宏達電商業間
諜案、面板廠華映遭控告洩密案等，判決雖尚未明朗（定讞）
，但公
司營運本質或品牌形象，皆因該等事件而受重傷；不免道出，企業主
面臨內部極為機密資訊時，除思量保存、取用及保護相關課題外，抑
或更重要的是，應如何避免遭有心人士竊取及盜用。
企業自保之道，應當具備一套良好的管理模式外，似乎更有其必
要以法律方式加以捍衛自身權益。營業秘密法屬資訊保護專法，2013
年新通過的修正案中，除增訂侵害營業秘密的刑責，並針對意圖域外
使用情形，大幅加重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論法規制度層面改善，自
使營運機密真能獲更周全保護，又營業秘密遭受侵害時，若無完善訴
訟策略及事前證據保全工作，通常被害企業終究無法得到滿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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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既為最後手段，本文擬採用法律觀點切入，反思法律要件，為其
量身訂制管理措施或保護制度，以求營運機密能獲更周全防護。
營業秘密法立法目的起自國際公約所要求必須保護的客體，依據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 WTO）附屬
協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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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簡稱 TRIPS）
」應予以保護。由於營業秘密之重要性於我國產業競爭
環境中日益增強，為促進產業發展，因應上開 WTO／TRIPS 規定之
要求，同時於中美智慧財產權諮商時，承諾制定專法保護營業秘密，
我國乃於 1996 年 1 月 17 日制定公布「營業秘密法」全文 16 條。
西元 1992 年 4 月 15 日，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 簡稱 CCNAA）和美國在台協會
，為了促進雙方廣泛友好之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簡稱 AIT）
商業關係與密切文化，並希望建立在相同理解之商業基礎上，不損及
任何先前所依據之協議及其他已安排所享有之任何利益之前提，擴大
促進一個無橫溝之智慧財產權保護。並在美國當局考量中美備忘錄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簽署之期望下，臺灣將承
諾將全面實施雙方之協議，AIT 即同意撤銷對臺灣的三○一條款優先
1

觀察名單 。
遂此，臺灣當局為配合智慧財產權之國際潮流，並取得交換條
件，CCNAA 代表當局承諾將盡最大之努力，至遲於 1994 年 7 月截至
日前，於立法院會議審查包括工業品外觀設計法、半導體晶片保護
法、營業秘密法等法規。再者，臺灣加入 WTO 後，智慧財產權的立
法與法律的修正，大致上已經與國際接軌，唯於執行層面上仍屬較弱
1

Abou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and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See 4. TCC Web, http://tcc.export.gov/Trade_
Agreements/All_Trade_Agreements/exp_005397.asp (last visited: 2015/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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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環。係於任何國家，外商投資非常重視當地法規是否和國際標準
2

與慣例可得知 ，國際間之相關協議，對臺灣營業秘密之立法有著極
大的影響。

一、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
GATT 協定）係始於西元 1947 年開始簽署之國際協定，該協定為一
項規範 153 個國家間貿易之多邊國際協定，根據其序言，GATT 之目
的在於建立互惠互利的基礎，並為此大幅度的削減各國間普遍的關稅
壁壘。對於該組織的實際運作，迄今總共進行了八回合之談判，包括
處理各種貿易問題並解決國際貿易爭端。
1993 年 12 月 15 日，歷經 7 年完成了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
之最終回合的烏拉圭回合談判，這是由 117 個國家（包括美國）之間
的協議，其目的用以減少貿易障礙，並建立更全面和強大執行力的國
3

際貿易規則 ，其中談判範圍之廣，遠超出 1947 年之 GATT 及東京回
合規約的規範範圍，論及議題除了一般商品貿易外，亦將與貿易有關
之智慧財產權等新議題納入規範，即美國政府認為欲維持產業的優勢
競爭力，必須重視產業之更新與創造，且建立在國際上對智慧財產權
合理且有效的法律保護，除原有之專利、商標、著作權外，並擴展至
4

工業設計、積體電路布局、產地標示、營業秘密保護等 。
該 回 合 之 談 判 並 決 議 成 立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協 定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 稱 WTO 協 定 ）， 並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 起 取 代
GATT。使 GATT 多年來扮演國際經貿論壇之角色正式取得法制化與
2
3
4

葉玟妤，以全球化的角度來思考智慧財產法院之運作，檢察新論，第 4 期，頁
68，2008 年 7 月。
See Kelly M. Leong, GATT/WTO, Library&Technology, Duke Law, October, 2011,
http://www.law.duke.edu/lib/researchguides/gatt.html (last visited: 2011/10/28).
顏慶章，揭開 GATT 的面紗─全球貿易的秩序與趨勢，時報文化出版，初版 6
刷，頁 182，199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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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的地位。更重要的是，WTO 爭端解決機構所作之裁決對各
會員發生拘束力，因此使 WTO 所轄各項國際貿易規範得以有效地落
實與執行。

二、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協定
西元 1994 年世界貿易組織於多邊貿易談判中通過與貿易有關之
智慧財產權協定，其主旨為保障研發人員的創意與發明，避免與防止
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根據 TRIPS 第 39 條，而對於會員國間的規範則
係尊重各國制定之標準，世界公約中尤其是 TRIPS 協定對於智慧財產
權的保障較為明確。並對於有關營業秘密之未公開資訊保護
（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Information）
，規範於第 2 篇第 7 節第 39
條以下。TRIPS 使得傳統上僅著重於商品與服務貿易的 GATT 之規範
範圍隨之廣大，而及於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與防止仿冒品之貿
易，將智慧財產權之保護納入規範，該協定明確要求會員國對營業秘
5

密應予以法律保護 。
6

「為依（1967 年）巴黎公約第 10 條
TRIPS 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 ：
5

6

1991 年 4 月簽署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 WTO）協定，烏
拉圭回合談判「與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Agreements on Trade 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簡稱 TRIPS）協定」上，該協定明確要求會員國對營業
秘密應予以法律保護。
「關稅貿易總協定」於 1993 年 12 月 15 日達成最終協議，
其中亦作成關於智慧財產權之規範內容；國際間對營業秘密要求保護反應在「關
稅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 GATT 協定）1993 年
12 月 15 日達成最終協議，後於 1994 年 4 月簽署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在該協議第
39 條 中 關 於 「 未 公 開 資 訊 之 保 護 」 的 規 定 （ 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Information），即包含對營業秘密的保護。在該規定中，除要求各會員國對未公開
之資訊應予以保護，以提供有效之保護防止不公平競爭（第一項）外，並進一步
規定，自然人或法人對於合法處於其控制之下列資訊，得防止他人未經其同意以
違背誠實商業行為之方法，洩漏、取得或使用之（第二項）
；2002 年 1 月 1 日起，
我國已正式成為 WTO 之正式會員國，我國加入 WTO 後，在智慧財產權方面最為
重要者，乃是所謂「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簡稱 TRIPS 協定」
。
關於 TRIPS 第 39 條第 1 項原文，請參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智慧財產權國
際公約，營業秘密相關公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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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 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及防止不公平競爭，會員應就符合下列第 2
項所規定之未經公開之資訊及第 3 項所規定之提交政府或政府相關機
構之資訊，予以保護。」
7

第 39 條第 2 項其規定 ：
「自然人及法人對其合法持有之資訊，
應有防止被洩漏或遭他人以有違商業誠信方法取得或使用之可能，但
該未公開資訊須：一、具有秘密性，且不論其整體或細節配置及成分
組合觀察之，非處理同類資料之人所能知悉或取得者；二、因其秘密
性具有商業價值；三、合法控制該資訊之人已依情況採取合理步驟，
以保持其秘密性。」
。是以，本條項係對未公開之資訊的保護要件加
以定義。
TRIPS 針對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進一步指出，所謂「有違商業誠
信方法」
，至少包含下列行為：違約、背信及誘引違約或背信，亦包
括使第三人得到未公開之資訊而該第三人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
8

行為在於取得該資訊 。關於未公開資訊的契約限制，其有效性應受
9

肯認，則委諸內國立法決定 。
10

第 39 條第 3 項規定 ：
「會員為核准新化學原料之醫藥品或農藥
品上市，而要求提供業經相當努力完成且尚未公布之測試或其他相關
資料，應防止該項資料被不公平的使用於商業之上。此外，除基於保
護公眾之必要，或已採取措施以確實防止該項資料被不公平商業使用
外，會員應保護該項資料以防止洩漏。」

7
8

9
10

TRIPS 第 39 條第 2 項原文，同前註。
TRIPS 於第 39 條第 2 項之附註中特別指出：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rovision, “a
manner contrary to honest commercial practices” shall mean at least practices such as
breach of contract, breach of confidence and inducement to breach , and includes the
acquisition of undisclosed in formation by third parties who knew, or were grossly
negligent in failing to know, that such practices were involved in the acquition.
賴文智，營業秘密法制之研究，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72 期，頁 88，2004 年 12 月。
TRIPS 第 39 條第 3 項原文，同前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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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美國國內企業或美國政府而言，雖然國際社會已有世界
貿易組織，並制定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唯其僅針對各會員
國提供最低依循之標準；有關竊取營業秘密的案件，美國方面以 EEA
之域外（Extraterritorial）起訴更能發揮比 TRIPS 協定更多的效力，且
11

在各國境內或國際社會間引起重大迴響 。

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於西元 1992 年 12 月 17 日，美國、墨西哥與加拿大的領導人共
同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簡 稱 NAFTA）， 其 中 包 括 了 超 越 以 往 最 廣 泛 的 智 慧 財 產 權 多 邊 協
12

議 ，並開創了以往談判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執法之最高法律標準。
在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的要求下，同意第 1711 條對於保護營業秘
密之規定，使得營業秘密有較為具體的保護機制，進而影響到後來
TRIPS 有關營業秘密保護之訂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建立了智慧財產
權保護任務之最低標準，惟並不妨礙各國建立更高之法律標準。
13

從 NAFTA 之規定可以得知 ，關於保護營業秘密未揭露資訊部
分，幾乎與 TRIPS 協定相同。而與 TRIPS 比較下，NAFTA 協定的保
護程度似乎更為廣泛，亦即，機密訊息可能具有存在或潛在之價值，

11
12
13

曾勝珍，論我國經濟間諜法立法之必要性─以美國法制為中心，元照出版公司，
初版 1 刷，頁 147，2007 年 12 月。
See Fran Smallson, NAFT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sions, November 01, 1994,
http://drdobbs.com/184409468 (last visited: 2015/5/9).
Article NAFTA 1711(1) reads as follow, Each party shall provide the legal means for any
person to prevent trade secrets from being disclosed to, acquire by, or used by other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rson lawfully in control of the information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honest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so far as: (a) the information is secret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not, as a body or in the precise configuration and assembly of its
components, generally known among or readily accessible to persons that normally deal
with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in question; (b)the information has actual or potential value
because it is secret; and (c) the person lawfully in control of the information has taken
reasonable step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o keep it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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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TRIPS 並不承認這種的二分方式。其次，NAFTA 協定允許其締約
國規定，得提出某種有形證據證明營業秘密之存在，始具營業秘密保
護，如紙本文件、圖畫、照片、電磁紀錄、光碟、影片或其他類似工
具。再者，在於禁止締約國對營業秘密授權所加諸之不當限制，而妨
14

礙營業秘密之授權 。如，國際化的企業皆有聘請專業經理人，若是
過於限制營業秘密之授權，也可能相對影響企業的發展。以上關於營
業秘密舉證義務之設置，係可免於實務上當事人舉證認知不足之爭
議，其規範模式可供臺灣營業秘密法修正之參酌。
營業秘密保護制度略分三階段，早期營業秘密尋求民刑法保護，
如侵害營業秘密民事上損害賠償，主張民法第 184 條為其請求依據，
然舉證甚為困難，且計算損害賠償額度亦不容易，實質上能獲得保障
十分有限；直至 1995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正式施行，我國如同其
他大陸法系國家般，以防止不正競爭方式來規範營業秘密，進一步將
營業秘密列為保護市場競爭之構成要件，如依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規定，事業不得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
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
，以致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之行為；第三階段專法保護，堪稱智財權保護輝煌時期，為
躋身高度開發國之林，政府最終政策決定採取單獨立法方式。近年來
技術更迭迅速、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在國際貿易及
國內產業發展環境上均成為重點課題。為因應國內外環境變化，政府
相繼大幅修正既有的著作權法、商標法及專利法等智慧財產權法律，
為營造自由及公平的競爭環境，政府並已實施公平交易法。至此，我
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可謂大致完備。惟欲躋身高度開發國家之
林，則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中尚缺營業秘密保護一方基石。

14

Pedro A. Padilla Torres,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from
the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erspective, http://www.natlaw.com/pubs/spmxip
14.htm (last visited: 2015/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