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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緒論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 
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 
沒緣法轉眼分離乍，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那裡討煙蓑雨笠捲單行， 
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 

上開曲文調寄《寄生草》引自《紅樓夢》第二十二回寶釵所吟。

作詞者不詳。一說出自昆曲《魯智深醉打山門》中之《北點絳唇》。

描述魯智深於醉打山門後被逐時心境，恰可比於本文爭議。 

勞工於離職之際（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能謝雇主曾收容

（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雖嘆惜無緣共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

卻能無牽掛離去（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如此勞資關係可謂因緣圓滿。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本問題所生之勞動市場效應 

然而，實際上發生離職後競業禁止爭議的案件，數量遠高於我們所

能想像，常係勞工任職於雇主的服務期間，不知於何時，曾簽訂離職後

競業禁止約定，雇主常未依一般商業習慣將契約作成一式二份，總是以

公司營業機密為由，不使留存副本。勞工簽約時通常無意離職、更非有

意競業，日久亦遺忘曾有約定，等到勞工行將離職之際，雇主始持該契

約書面「提醒」員工，將來禁止與之競業。 

於是，將離職或甫離職的勞工，常常徘徊在是否「繼續自己所擅長

的工作，搏一搏前雇主是否會不顧情面地禁止競業，並要求給付超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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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離職後競業禁止契約之獨立性 

薪數倍的違約金？」或「放棄過往經驗累積，與所熟悉之行業道別」為

避免麻煩而屈就不熟悉的工作？ 

若是選擇前者，前雇主可能先以信函警告。勞工若自認光風霽月未

洩機密、或認為新職並非競業；或知有競業卻未洩密；或是認為只有自

己負不競業義務，雇主卻無任何補償，競業禁止約定並不公平、不能認

為有效等理由，而不予理會。 

接著雇主可能表示，將提訴訟用以威脅。若當真起訴，勞工須為開

庭而請假、整理證據、準備說詞等事。在法庭上面對前雇主所聘的律師

群，才著急驚慌自己是否亦應該聘請律師？在惶惶不安之中，心思皆放

於訴訟，新工作豈能有平常心？不論其結果是否能勝訴而得繼續工作？

可確定的是，必然損失大量的時間與心力。 

以雇主立場來說，訴訟有「懲罰前員工」、「警告現職員工切勿輕

率離職」、「其他已離職者，因此不敢競業」、「向競爭對手示警」等

可謂一石四鳥之功。所須付出者，僅律師費及約百分之一裁判費。加上

訴訟往往最少要花一年半載。若第一審訴訟能贏仍不能慶幸歡喜，雇主

若上訴第二審，則又須再費個一年半載。 

若在第一審不幸敗訴，是否應認賠而離新職、捨棄心中所相信的法

律正義？或是，繼續於第二審法院奮戰數季？長此以往，勞工是否還能

有平常心於本業上？ 

從勞方立場來看，因開庭而請假扣薪、或交通費用等之金錢損失暫

且不論，心力憔悴總是難免。更別說勞工在開庭前的耽心、開庭後氣憤

來自雇主的攻擊，或午夜夢迴時的耽心受怕。即使法院判決該約定無

效，因訴訟而不能專心新職，新雇主是否能忍受？何況因訴訟本身在業

界產生的耳語，將來是否能安於同業？ 

若是不幸敗訴，法院所謂的「當事人同意」，其實隱含著訓示勞工

當時不應妄然簽署約定之意，例如「從證人證詞可知，雇主並未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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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約款，也不因此而生不利待遇」等彷如落井下石的理由。怎知當時

真的拒簽，是否仍能保有工作？ 

離職之後，勞工若仍受到競業禁止義務的束縛，而不能依自己所長

選擇工作，無法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就須問：「那裡討煙蓑雨笠捲單行，

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 

第二項 法院現狀簡述 

本於最高法院之見解對於下級審有實質拘束力，司法實務上很少有

如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有效性審查的案型、最高法院多次以當事人同意，

而認「似非無效1」，仍有不少2法院引用民法第72條、第247條之1等，

認為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無效3。 

                                                        
1 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民事判決要旨謂「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

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乃國家對人民而言。又人民之工作權並非一種絕對之權利，此觀

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而自明，上訴人惟恐其員工離職後洩漏其工商業，製造技術之秘

密，乃於其員工進入公司任職之初，要求員工書立切結書，約定於離職日起二年間不得從

事與 公司同類之 廠商工作 或提供資料 ，如有違反 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該項競業 禁止之約

定，附有二年間不得從事工作種類上之限制，既出於被上訴人同意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

之精神並不違背，亦未違反其他強制規定，且與公共秩序無關，其約定似非無效」。（見

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102頁） 
2 截至2011年止，下級審審查離職後競業禁止效力者有425件，認為無效有207件。詳見何宗

霖所撰，我國與日本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效力之比較法研究，附錄一，第151-169頁，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1月。 
3 台北地方法院85年度勞訴字第78號民事判決之五標準說也受主管機關引用。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89.08.21(89)勞資二字第0036255號函，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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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法院就競業禁止條款是否有效之爭議所作出之判決，可歸納出

下列衡量原則：1.企業或雇主須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之保護利益存在。2.勞工在原雇主之事業

應有一定之職務或地位。3.對勞工就業之對象、期間、區域或職業活動範圍，應有合理之範

疇。4.應有補償勞工因競業禁止損失之措施。5.離職勞工之競業行為，是否具有背信或違反

誠信原則之事實。」其以民法第247條之1為前提，若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不能解釋為定

型化契約，則無法適用該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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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級審很少在特定案件類型上忽視最高法院主張。實務見解雖如百

家爭鳴，卻非能解為有從嚴審查就業市場中一日多過一日的離職後競業

禁止約定之傾向。相對於最高法院以合理性為主，下級審雖然有從嚴審

查者，耽心判決被駁回的，可能多於前者。而且，有不少法院，雖然認

為案件中約定之時限、範圍等不合理，而應解為無效者，卻誤以為契約

為當事人之合意，應盡量維持效力，不惜當事人受訴訟上的突襲，強以

法官自己的見解，在超乎兩造契約之外，恣意變更其內容4。 

第一款 最高法院堅持合理性審查之效應 

相對於最高法院，下級審法院雖也有採四或三標準者，仍有數量可

觀的判決，僅以合理性審查競業禁止。 

以新世紀光電公司案為例，公司以在職時所發之股票，主張係離職

後競業禁止的代償。台灣高等法院雖不認為代償，是競業禁止的要件，

卻仍接受其說詞，認為股票為代償，以最高法院主張之「合理性」判斷

約定有效5。 

                                                        
4 如台灣高等法院89年度上字第194號民事判決，金榜補習班的離職後競業禁止，並未約定時

限，可能為永遠有效。台灣高等法院判決，參考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認為三年內有效。 
台北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5016號民事判決，元本電子公司約定之離職後競業禁止也無期

限，勞方於離職後一年一個月才至前雇主認為之競爭對手之處工作。台北地方法院卻認離職

後競業禁止期間應以一年六個月為宜，認勞方未能遵守「法院自行擬定之競業禁止期限」。 
台北地方法院91年度勞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好邦科技公司將已從事、或可能從事之所有直

接間接營業項目，皆予禁止。該判決認為該公司「將競業禁止之範圍極度擴大，擴及直接間

接與原告及其關係企業有競業關係之事業，且無地區之限制，使被告於全球幾均無法以其專

業技術從事工作發展，而危害其經濟生存能力，至為不當」。法院並取代兩造之意思，認

「該競業禁止條款除於限制被告不得於台灣地區，從事、受僱或參與半導體捲帶式晶粒承載

器之研發製造外，其餘之限制，均屬逾越合理必要之程度，而難認為有效」。由法官自行限

縮之後，仍維持其效力。 
台北地方法院92年度勞訴字第139號民事判決，花念平英語補習班所約定的競業禁止範圍為：

方圓5公里、時限為1年6個月。判決以範圍及時限皆過廣，改於方圓3公里、6個月內而有效。 
5 見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第三目，第49頁；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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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後，最高法院一反已維持多年之「在合理限度內為有效，超越

合理限度範圍則無效6」見解，認須以「受僱人因此項限制所生之損害，

曾受有合理之填補7」為要件8。同時也質疑勞方在職期間所取得的股

票，是否可以認為是「合理之填補」？ 

詳細分析請見第二章。以下先簡單說明最高法院並未堅持須以代償

作為要件9： 

本件發回後，台灣高等法院無視於最高法院已針對本案「明示」競

業禁止須「受僱人因此項限制所生之損害，曾受有合理之填補」，仍堅

持以「合理性」為有效標準。股票可否認係補償，亦堅持原審立場認為

補償僅是違約金酌減因素。並且改判勞工應再給付的違約金在上訴利益

之下，使該案件無法上訴，而告確定。 

學界10認為實務終認同代償要件說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9號

判決，最後卻以「代償非要件」定讞。繫屬案件終局結果如此，本案能

否視為最高法院採代償要件說之適例？之後相關訴訟多因上訴利益未能

至第三審。得以上訴者，最高法院皆未主張受僱人因此限制所生損害，

                                                        
6 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865號民事判決（博建公司案）。 
7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9號民事判決（新世紀光電公司案） 
8 或有認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9號民事判決採四標準說。然理由未引用四標準之內容、且

縱觀全文難認曾以第一、二標準判斷，僅因承認代償為要件認採四標準說，恐非妥適推論。 
9 為勞工就業自由，本文與學者同盼實務以代償為要件。然若未能認知競業禁止非勞動契約

一部，即使實務如學說一般承認代償為要件，因以競業禁止約定為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導

致在職期間之給付可視為代償。勞動契約在職期間之給付，皆難解為有助於勞工於競業禁

止期間的生活。若因死亡或無效等競業禁止義務不會發生的情形，將使給付失法律上之原

因，應解為不當得利（詳見第三章、第一節、第三項、第二款，第134頁）。由上可知，應

先認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非屬勞動契約一部分，代償要件說始能發揮效果。即令代償為

要件，若顯然不成比例或如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4號民事判決之（閃晶半導體案）

須盡通知義務，再憑雇主之恣意，決定代償與否。若以勞動契約之一部，作為民法第72條

或第247條之1的客體，因勞動契約內有多項權利義務，難以判斷是否有對價性（代償應有對

價性，請詳見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款，第182頁。代償如何始具對價性，詳見第四章第二

節第二項第二款，第183頁。） 
10 學界對最高法院該判決意見，及本文對該判決之分析，見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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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曾受有合理之填補作為要件11。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應有代償措施

為要件的說法，至今從未再現於最高法院12。 

第二款 在職期間給付視為競業禁止之代償 

「代償要件說」於最高法院彷若曇花一現。且細查台灣高等法院相

關案件，多以合理性作為審查有效性標準。有無代償，雖然只是違約金

高低的酌減因素。然而多少比例之補償，可換得減免多少比例的違約

金？並無一定的標準。而且，大部分法院認定為補償的、實為雇主在職

期間之給付，而非競業禁止期間之補償。 

在職期間之給付無論名目為何，給付時並無代償之意。且勞工在職

期間所領，實難認係犧牲將來就業自由之代價13。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

視為勞動契約之一部，則此種判決理由難謂不合理。無論是否認為代償

為審查競業禁止的有效性要件，實務上認定為代（補）償措施者，幾為

在職期間恩給性給與、甚或應解為工資14者。 

                                                        
11 本件之後至2013年止，最高法院有關於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之裁判，僅有二件判決及一裁

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28號民事判決（台灣奕力公司案）雇主曾給付勞方離職當

月底薪百分之十各一次（勞方四人經過計算後，各取得3000元、2244元、2159元、2260元

之補償），然第二審法院係以合理性作為審查標準，並未認代償為要件。最高法院駁回上

訴，形同對上開見解之背書。另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4號民事判決之（閃晶半導體

公司案）：「勞方應於新職預定就職日之二十日前，以『存證信函』通知前雇主，禁止其

就業後始補償基本月薪」，此種帶有惡意之附條件代償，高等法院同樣以合理性審查，認

為有效。最高法院就此也未反對。）及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60號民事裁定之（鎮裕

貿易公司案）：本件勞資雙方並無約定代償，台灣高等法院以合理性審查離職後競業禁止

約定，經上訴後，最高法院以裁定駁回上訴。 
12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9號民事判決之後，最高法院不僅從未再次採用所謂代償要件

說，且多次認同台灣高等法院主張的代償非要件說，見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三款，

第106頁。 
13 若勞工因死亡或契約無效等，不能符合「離職」之定義，此一義務既未發生，在職期間給

付，解為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對價，應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關於將在職期間給付視

為代償造成之重複評價與不當得利，請見第三章、第一節、第三項、第二款，第134頁。 
14 如主管津貼明確為工資，法院亦認為代償。詳見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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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99號民事判決出爐後，離職後競業禁止

之訴訟，得上訴第三審、且係於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給付，或為每月

百分之十之底薪15；或有重重限制16：勞工於就任新職前15天前通知，再

由前雇主決定是否可任新職。若不允許就任新職，方給予「代償」。所

謂代償之基礎仍為離職前之薪資水準，而非以將任之新職計算17。為了

如此不成比例的所謂「代償」，因而不能就任新職，無論勞工是否已向

新雇主承諾將到職、新的工作及職位、薪資福利條件為何等，皆與原雇

主及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無關。更何況此種「代償」僅為極少數之例，

大部分約定為代償、或由法院認定係屬代償者，大多為勞動契約在職期

間之給付。 

第三款 訴訟程序不利益對勞工權益影響甚鉅 

前雇主因前員工違反競業禁止約定而提出的訴訟，原不以勝訴為主

要目的。法院遇有高額違約金，常引用民法第252條酌減18，經酌減後或

許因而不能上訴、或勞方妥協認賠，或離開前雇主所謂的競爭公司，雇

主因而認無上訴必要等因素，以本論文研究範圍為主之離職後競業禁止

義務的相關案件，極少上訴至最高法院。 

將以裁定駁回、或非本議題（其範圍見下節）之競業禁止排除後。

至2013年止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與本議題相關之最高法院判決，

約略只剩下15件。若排除最高法院，實務見解具拘束力者實為台灣高等

法院。加上上訴利益限制，使其較難上訴到最高法院，過往研究者習慣

                                                        
15 例如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28號民事判決（台灣奕力公司案）本案中最高法院即未表

示「 且受僱人因 此項限制 所生之損害 ，曾受有合 理之填補」 ，則代 償措施是否 仍應為要

件？抑或是最高法院認為百分之十的底薪，即符合「因此項限制所生之損害，曾受有合理

之填補」？ 
16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4號民事判決（閃晶半導體案）見第二章、第四節、第107頁以下。 
17 此點也可證明所謂「代償」實非補償受僱人所受之損失，見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102頁。 
18 法院究竟有無以上訴利益為酌減之真正依據？無法得知。然事實上也無法排除類此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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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離職後競業禁止契約之獨立性 

以最高法院之意見，作為實務見解依據，將來學者研究離職後競業禁止

有效性時，似應考慮改以台灣高等法院為研究重心。 

如上所述，勞工為取得或保有工作，往往不能不簽下離職後競業 

禁止約定。長年工作所累積之能力及智慧，離職後若想繼續發揮，往往

要仰望前雇主而定。若前雇主果真提出訴訟，勞工除了花費於訴訟上的

時間及心力等等不利益之外，也要期盼進入訴訟之後，能得遇主張從嚴

審查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有效性的法官。 

第四款 判決見解不一致產生之訴訟風險 

已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受命法官對該案件類型的見解如何，係有預

測可能者： 

訴訟代理人收受法院通知書後，依所載股別可知審理法官為何人。

事先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內，以法官姓名查閱過往相關案件類型

之判決。若該法官未曾審理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案件，從未表示過有關

有效性標準見解，亦可用其製作過之判決係較為先進或保守者推斷之。 

且司法院常強調所謂「專業法庭」。繫屬案件，僅須略與勞資關係

有關之爭議，無論審理法官是否以勞動法為專業領域，判決時皆冠以

「勞工法庭」為名。然涉及勞動法的案件在第一審的地方法院，常為某

幾位法官所審理，亦屬事實。且此特徵，非僅只限第一審法院，第二審

台灣高等法院的實際分案情形，亦是如此。 

是以，欲事先預測將審理的法官、或第二審受命法官之法律見解，

並非難事。若律師事先已查閱法官法律見解，因而得知該法官對競業禁

止較為保守者，本於律師告知義務，應事先告知勞方敗訴之機率較高。 

勞工得知敗訴機率較高時，會不會因此妥協、或仍決定全力對抗雇

主？或是期待較保守的上級審？即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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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限於事實，學者只能於判決中研究離職後競業禁止。事實上，因避

免麻煩、而不願訴訟，或在第一、二審判決之後而選擇辭去新職，因而

確定喪失就業自由，應當是研究離職後競業禁止判決外，勞動法學者及

實務工作者，皆應考慮之因素。 

面對前雇主書面警告壓力、進入訴訟後須不定期往來法院可能等等

考量後，實際願意賭上自己時間、金錢及心力者，僅為少數。更多的勞

工，為避免麻煩、而將自己青春歲月歸零，放棄過往積累，選擇較不擅

長的工作。寧願拿較少薪水，只以資方因無須付出代償，而濫用離職後

競業禁止約定，希求減少市場上的競爭。這不僅只是犧牲勞工的就業自

由，事實上，也是對於勞工人格及人性尊嚴的侵害。 

剝奪他人之自我實現者，無啻抹殺人性尊嚴！ 

第五款 實務見解錯誤造成競業禁止濫用 

觀察勞動市場，現今實務仍少承認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須有代償，

前雇主不但無須提供代償，且法院往往僅將「補償」視為酌減違約金之

依據。即使認代償應作為要件，因對離職後競業禁止與勞動契約間關係

概念不清，也難以論斷在職期間之給付可否解為代償。 

雇主只須於簽約時或進入訴訟後，將在職期間之給付，例如紅利、

股票等等、此種名目於實質上可能本來就是工資、或原為鼓勵久任之給

付等等，或是所謂恩給性給與19者，向法院宣稱此類給付，係勞工簽署

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原因或補償。無論雇主說法，法院是否接受，依目

前勞動市場及司法界實務見解現狀，至少也可搏超過一半勝訴機率。 

訴訟本身即有懲罰前員工「背叛」效果。契約中所約定的違約金，

原即為嚇阻員工離職或競業之目的。違約金再高若競業禁止約定有效，

                                                        
19 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第47頁以下。 



10 

 10 

論離職後競業禁止契約之獨立性 

最多也僅為酌減、不易被認為無效。如此現狀雇主「何不漫天叫價」？

勞工還是得「就地還錢」。 

現今社會人浮於事，在職期間若不簽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極可能

工作不保。離職後面對高額的違約金，不少勞工選擇不與原雇主挑戰。

雇主無須付出成本，即可要求員工離職後禁止競業。好處至少有三： 

其一、員工辭職時將多所猶豫，降低人事更動頻率。其二，降低競業風

險。其三，即使勞工仍然選擇與之競業，訴訟尚有一半左右勝算。遑論

僅以提出訴訟本身而言，即有上述一石四鳥的好處。 

雇主擬定內容時，範圍及時限不妨寬些，法院若認不合理，仍會縮

減至合理程度維持效力。如此現狀之下，有何誘因可使資方不與勞工簽

署競業禁止約定？相對地，面對五成左右敗訴風險，將有多少勞工於訴

訟之前即放棄與前雇主對抗？ 

正因無須付出代價，容易誘使雇主無論有無需要，皆要求簽署競業

禁止約定。故學者多認離職後競業禁止，須以代償為要件、甚至認為沒

有代償即為無償契約20。 

以代償為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有效要件，確為降低雇主濫用競業禁

止之要。若雇主須額外依其時限、範圍等限制，相對給付代償，雇主方

有可能認真考慮，是否有簽訂約定的必要？若真有必要簽訂競業禁止約

定，時限應訂多長才划算？ 

然而，若要求雇主欲與員工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必以有代償

為要件，其法律上的依據何在？法院若認代償措施應視為要件，又該如

何論證，始為合法？ 

 

                                                        
20 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五項，第81頁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