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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才流動所衍生
之營業秘密管理
文《洪志勳》
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一、前言
隨著產業全球化之高度發展，人才流動已跳
脫國土疆域限制，呈現快速流動之勢。企業內部
如何建構一無形資產管理制度 ( 或智慧財產權管
理制度 )，讓掌握企業核心競爭力之人才，願意
將其執行職務所取得之專利、著作權、商標及營
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忠實貢獻予企業，以豐厚
企業對外核心競爭力，實乃企業所面臨之重要議
題。

企業雖有諸多方式保護取得之智慧財產權成
果，惟當企業基於特殊考量而不欲申請專利保護
其技術發明，是否得藉由其他法律手段獲得保
障？針對不符專利申請要件卻具備經濟價值之無
形資產 ( 譬如：know-how)，企業又該採取何種
保護手段？倘若企業員工因離職而挾帶企業該等
無形資產至競爭對手處任職，進而將企業相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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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資產洩漏予競爭對手，並導致企業核心競爭
力因而受損，企業又該以何種方式予以救濟？此
時，可藉由我國「營業秘密法」保護企業之相關
無形資產，惟營業秘密應包含何種構成要件？
企業應如何管理營業秘密，始符合法定要件之要
求？企業所面臨之營業秘密管理衝擊為何？諸多
營業秘密議題，均為企業必須重視之重要管理議
題。
本文將依我國現行實務現況，探討當今企業
建置營業秘密管理制度可能面臨之衝擊，以及企
業在兩岸及全球情勢變化下，對於營業秘密應謹
慎注意之處。礙於篇幅，將另於下期探討企業與
員工間簽訂競業禁止條款應注意的法律風險。

二、營業秘密之保護態樣
（一）營業秘密保護實務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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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繹臺灣之營業秘密訴訟實務發展，依智慧
財產法院統計室之 108 年司法統計專題分析「營
業秘密訴訟事件（案件）之審理情形」，營業秘
密民事訴訟呈現穩定成長之勢（如上表）。
（二）我國現行之營業秘密保護機制

關於臺灣營業秘密之保護，企業或可依下述
現行法制架構保障其權益。
1、公平交易法：

(1) 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規定：「有
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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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依上開規定，倘若以不法手段取得他人之「產銷
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技術秘密」，
並造成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等情況時，即可
認該行為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

(2) 承上，關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對
於「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技
術秘密」等營業秘密之定義，有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裁字第 767 號裁定曉諭可稽：「至於所稱
營業秘密，必須其所有人已採取適當保密措施，
以防止秘密洩漏等，始可主張其所持有之資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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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審營業秘密事件之收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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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保護之營業秘密。」，故該法所認定
之營業秘密，係所有人就其所有之資訊 ( 譬如產
銷資料、客戶名單或 know-how)，業已採取適當
保密措施以防止外洩，該等資訊即屬於公平交易
法所保護之營業秘密。
2、營業秘密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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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更有最高法院 99 年臺上字第
2425 號民事判決曉諭：「依營業秘密法第 2 條
規定，得作為該法保護對象之營業秘密，固以具
有秘密性（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經
濟價值（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
值）、合理保密措施（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
措施），且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始
足稱之。」，依上開規定，該法所保護之營業秘
密，必須要具備「秘密性」、「經濟性」及「合
理保密措施」等三要件。
(2) 相較於前述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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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營業秘密定義 ( 即所有人採取適當保密措
施之資訊 )，營業秘密法所保護之營業秘密標的，
除要求具備「保密措施」外，更加著重於「秘密
性」及「經濟性」之要求。
3、刑法：

(1) 按刑法第 317 條規定：「依法令或契約
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
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
以下罰金。」依上開規定，如因法令或契約而知
悉他人之工商秘密，且負有保密義務者 ( 譬如，
員工因研發工作而知悉企業之機密技術文件，且
該員工與企業已簽訂保密條款 )，即不得任意無
故洩漏所持有之工商秘密。

(2)「所謂工商秘密，係指工業或商業上之
發明或經營計畫具有不公開之性質者屬之」，對
此，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89 年易字第 375 號刑
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83 年易字第 6541 號
刑事判決；惟亦有實務見解，認定「刑法上所謂
工商秘密應與營業秘密法上所稱營業秘密同視，
即不論『工商秘密』或『營業秘密』均應具備非
周知性、經濟價值性與秘密性三個要件」，此有
臺南高分院 90 年度上易字第 1556 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上易字第 926 號刑事判決
可稽。

(3) 惟觀諸近年來智慧財產法院之實務見解，
普遍係採「刑法第 317 條洩露工商秘密罪早於營
業秘密法多年即已制定，依當
時之立法背景，實難認制定時
即要求工商秘密須滿足如現行
營業秘密法所要求之營業秘密
三要件，且營業秘密法之立法
目的並非用以限縮無故洩漏工
商秘密罪之適用，其刑度亦與
工商秘密有別，自不應以營業
秘密法對於營業秘密之定義來
限制刑法第 317 條關於工商秘
密之適用，亦即工商秘密與營
業秘密之內涵不盡相同。」等
見解，此有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0 號刑事判
決、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刑
智 上 訴 字 第 42 號 刑 事 判 決 可
參。

三、企業營業秘密管理制度之建議架構
觀諸現行營業秘密實務之發展，企業面臨營
業秘密訴訟之風險，隨著人才流動速度而有逐年
增加之勢，如為有效控管營業秘密訴訟對企業所
致生之衝擊，企業建立一營業秘密管理制度以有
效預防營業秘密訴訟，實有其必要性。本文認為
設計企業營業秘密管理架構時，或可依營業秘密
法所訂定之三要件規定 ( 即「秘密性」、「經濟
性」及「合理保密措施」)，採下述架構為設計。
（一）建立營業秘密制度

營業秘密標的須具備營業秘密法第 2 條之三
要件，故企業首先必須先定義「營業秘密之標的
為何」，譬如那些製程參數、產線 know how、
客戶清單…等營業資料係屬企業核心競爭力，絕
對不能外洩；再者，針對所定義之營業秘密予以
「分級」，並就不同級別設計不同程度之管理方
式，進以節省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率；另針對
不同級別之管理資料，「設置人員之讀取權限」，
進以管控該等營業秘密資料之使用行為，並得追
蹤相關營業秘密後續之流向；最後，企業必須設
置「存放區域之管理制度」，該存放區域可為電
子或書面，主要目的係就營業秘密資料統一收藏
管理，並記錄所有讀取或借閱紀錄，必要時，得
設置攝影設備，紀錄所有接觸企業營業秘密之人
別，以作為日後查緝洩密之線索。

高階人才的國際流動已是一種全球化下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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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企業員工管理制度

企業除建置營業秘密管理制度外，仍必須重
視「員工」之管理，蓋員工腦中均保有企業營業
秘密之記憶，隨著員工流動，企業營業秘密即有
外洩之風險，為確實落實企業營業秘密之管理，
必須建立「員工管理」之配套制度，故企業自選
任員工、聘僱員工，到最後與員工終止委任或僱
佣關係時，每個階段，企業均應設置相對應之管
理制度。

「選任階段」，企業應就該員工是否對前雇
主負有保密義務？是否可能挾帶前雇主之營業秘
密？予以確認；「聘僱階段」，企業應要求員工
簽署「研發成果及衍生智慧財產權之讓渡契約」，
使企業能如實取得員工所衍生之工作成果，並要
求可能接觸企業營業秘密之員工，簽訂「保密契
約」或「競業禁止契約」，並時時督促員工知悉
其應盡之保密義務，確保員工遵守企業保密規定；
「員工離職階段」，企業為掌握離職員工所知悉
之企業營業秘密內容，應確實要求離職員工辦理
「工作交接」，藉此盤點員工可能知悉之企業營
業秘密。
最後，企業針對曾簽署保密條款或競業禁止
契約之離職員工，應善盡告知義務，提醒該離職
員工應注意保密義務，否則企業將予以追訴，避
免離職員工惡意散佈所知悉之企業營業秘密。
（三）企業組織再造

為促進企業營業秘密之管理效率，建議企業
能設置專責之「營業秘密管理單位」或「安全
長」，專責於企業營業秘密之管理及事故應變，

（四）建置資安平臺

隨著企業組織規模之成
長，企業管理無法端靠紙本之
文件進行操作，透過 e 化之電
子平臺，成為必然之趨勢，惟
隨著資訊科技日益發展，電子
平臺之安全性備受考驗，故企
業應建置妥善之資安平臺，維
護企業電子資料流動之安全
性，避免因內部員工不慎或駭客惡意入侵，而致
企業營業秘密因而外洩。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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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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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管理制度

企業組織

並由該專責管理單位或安全長
負責營業秘密標的之「界定」
及「分級」，藉此，能減少接
觸該營業秘密之管理人數，同
時，亦能提升管理效率。

（五）建立保全制度

為避免有心人利用企業管理漏洞，趁機竊取
或複製企業營業秘密資料，必要時，企業得設置
保全制度，藉由管控進出企業人員所攜帶之物品
及企業廢棄物，以防範有心人員挾帶企業營業秘
密離開企業，且亦可藉由保全人員處理緊急突發
之營業秘密竊取事件。

四、結論與建議
營業秘密對於企業營運之價值，隨著人才高
速流動，營業秘密之重要性業已不下於專利權、
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近年來，由於臺
商於兩岸布局，兩岸間之營業秘密案件亦層出不
窮，隨著美中貿易戰爭之興起，歐美各國亦積極
與中國大陸就營業秘密議題進行攻防。臺灣對此
亦相當重視，除已於營業密法第 13-2 條訂定意
圖於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侵害營業秘密
加重處罰刑責外，近期尚再研議是否須再修法強
化控管之必要。

然而，企業為有效避免營業秘密之洩漏，實
應建構一營業秘密管理制度，以有效預防營業秘
密之外洩，惟基於營業秘密之性質及保存方式，
其先天即具備一定之困難性，倘若無法藉由有系
統、有規劃的管理機制，且因地制宜制定通盤之
管理措施，恐無法達成企業原先預定之營業秘密
管理效益，企業實不得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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