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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追求其經濟利益，為不讓保護機密與資訊外流，與員工
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未來不得從事類似之營業事務，以免有
不公平之競爭，近年來第三級產業蓬勃發展，伴隨著產業分工，第
三級產業走向專業化，服務業大多透過其專業或訓練之行為或形式
提供服務並獲得報酬，而服務業員工與顧客具有高度接觸之性質，
在員工接觸的過程中可能直接或間接持有客戶之資料與聯繫方式，
相對於高度專業之產業，服務業具流動率高、職務較容易被取代之
特性，在企業與員工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而員工離職後從事另
外同性質工作之服務業時，原公司是否可依競業禁止約款向員工求
償？為本文探討之主軸，尤其在房屋經紀業務、金融商品業務、保
險業務以及一般事務性工作等，其工作內容與客戶緊密連結，如何
在公司客戶資料保護與離職後勞工工作權保障中取得一個平衡，誠
有探討之必要。競業禁止約款於我國實務上已發展一段時間，在
2015 年 11 月新修正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9 條之 1 後，已明
定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之判斷標準，本文欲探討客戶資料是否為競
業禁止之範圍？亦即雇主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與營業秘密是否
有包含客戶資料？在實務上企業時常因員工離職後，仍與原公司之
客戶聯繫，並至原公司業務性質相類似之公司任職，原公司即以競
業禁止約款向員工求償，故本文對於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勞上字
第 55 號判決（下稱本案）為評析。

關鍵字：競業禁止、營業秘密、事務性工作、客戶資料、秘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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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競業禁止約款概述
一、競業禁止之定義與內容
所謂「競業禁止」
，係指事業單位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
持其競爭優勢，要求特定人與其約定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一定期間、區
1

域內，不得受僱或經營與其相同或類似之業務工作 。企業為保障其機密
資訊或核心技術，為免受僱人因知悉前僱用人之營業資料而作不公平競
爭，在產業實務上，通常在員工剛進入企業與雇主簽署僱傭契約（勞動
契約）時，會同時簽立保密契約及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在特定之期間
內不得從事與僱用人相類似性質之產業，雖保密契約與競業禁止約款有
2

相當之關聯，但有學者認為 違反保密義務與違反競業禁止約款兩者為不
3

同之觀念。然，要求勞工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之主要目的包括 ：
（一）避免其他競爭事業單位惡意挖角或勞工惡意跳槽（二）避免優勢
技術或營業秘密外洩。
（三）避免勞工利用其在職期間所獲知之技術或營
業秘密自行營業，削弱原雇主之競爭力，如何維護雇主之營業秘密以及
保障勞工之工作權，仍為我國學說與實務探討之議題。在產業實務上，
雇主為避免受僱人離職後，將營業秘密或產業之研發技術成果外洩，雇
主會與員工簽訂勞動契約時附含著保密條款，並簽訂競業禁止約款，於
受僱人離職後，在一定期間不得為自己或他人從事、經營與前雇主競爭
4

之相關工作，以保護雇主之權益及避免不公平競爭之發生 。本文認為營
業秘密與競業禁止為不同之概念，違反競業禁止約款不代表違反保密契
約或洩漏營業秘密，但不可否認者，在產業實務上違反競業禁止約款以
1
2
3
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簽訂競業禁止參考手冊，頁 2。
詹森林，競業禁止及保密條款實務，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7 年，6 版，頁 1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同前揭註 1，頁 3。
林洲富，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案例式，五南出版公司，2014 年 9 月，2 版 1 刷，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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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違反保密契約而洩漏營業秘密者為多 ，故競業禁止約款與營業秘密之保
護間仍存在密切之關聯。

二、競業禁止之判斷標準
如前所述，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於我國企業上已時常使用，且歷經
多年來司法實務與學說探討，在過去尚未有立法時，競業禁止之判斷標
準實務與學說有所歧異，有所謂五標準說，依臺北地方法院 85 年度勞訴
6

字第 78 號判決 ：「一、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
在，亦即雇主的固有知識和營業秘密有保護之必要。二、勞工或員工在
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關於沒有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低，並
非公司之主要營業幹部，處於弱勢之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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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三、限制勞工就業之對
象、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需不超逾合理之範疇。四、需有填
補勞工因競業禁止之損害之代償措施，代償措施之有無，有時亦為重要
之判斷基準，於勞工競業禁止是有代償或津貼之情形，如無特別之情
事，此種競業特約很難認為係違反公序良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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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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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見解曾有一段時間為我國司法
實務之通說，過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也針對競業禁止約款作例示性之函
7

8

示，也採五原則 之判斷標準。另有學者認為 競業禁止約款是否有效，
5
6
7

094

王偉霖，營業秘密法理論與實務，元照出版社，2015 年 4 月，頁 122。
參臺北地方法院 85 年度勞訴字第 78 號判決摘要。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資二字第 0036255 號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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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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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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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採取四種標準來審視，一、企業或雇主有依據競業禁止特約保護利益
之存在，即雇主之固有知識、營業秘密卻有保護之必要。二、勞工或員
工在原雇主或公司之職位與地位，必須有接觸原雇主需要保護機密之可
能。如無特別技能或技術且職位較低，非企業之主要營業幹部者，縱離
職後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企業組織，亦無妨害原雇主營業之可能。三、
限制勞工就業之對象、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須不逾越合理範
疇。四、需有填補勞工因競業禁止之損害之代償措施。
我國於 2015 年 11 月修正勞基法，增訂第 9 條之 1，明定雇主與勞工
訂定競業禁止約款須符合以下四種要件：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
業利益。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
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
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並在第二
項規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之給付，且違反本條第
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即為無效。並明定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
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為二年。
為使競業禁止約款具體與明確化，我國於 2016 年 10 月增訂勞動基
準法施行細則（下稱施行細則）第 7 條之 1 至之 3，明定離職後競業禁
止之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必須詳細記載勞基法第 9 條之 1 在競業禁止
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以及不從事競業禁止行為
所受之補償，並依施行細則第 7 條之 2 規定：
「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
三款所為之約定未逾合理範疇，應符合下列規定：一、競業禁止之期
間，不得逾越雇主欲保護之營業秘密或技術資訊之生命週期，且最長不
得逾二年。二、競業禁止之區域，應以原雇主實際營業活動之範圍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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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駿彥，競業禁止特約有效性認定基準之法理探討，華岡法粹，第 48 期，2010
年 11 月，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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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三、競業禁止之職業活動範圍，應具體明確，且與勞工原職業活動
範圍相同或類似。四、競業禁止之就業對象，應具體明確，並以與原雇
主之營業活動相同或類似，且有競爭關係者為限。」本條將是否逾越合
理之範疇為更具體化規範，另本次增訂施行細則第 7 條之 3，將不從事
競業行為所受之損害合理補償，需考量每月補償金額不得低於離職時一
個月平均工資百分之五十、補償金額足以維持競業禁止期間生活所需、
補償金額與勞工因競業禁止損害相當以及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合理性有
9

關之事項綜合判斷 。

三、競業禁止之效力
競業禁止之效力，除取決於新增訂勞基法及施行細則外，我國實務
針對競業禁止約款合理性與有效性之認定作相當之判斷，臺灣高等法院
10

台中分院 105 年度重勞上字第 3 號判決 謂「……基於契約自由原則，
雇主與勞工自得為競業禁止之協議，約定勞工於任職期間及離職一定期
間內，禁止揭露其於任職期間所知悉之營業秘密或與其商業利益有關之
隱密資訊，不得為競業之行為，以免損害雇主之利益。次按自由之限
制，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民法第 17 條第 2 項亦有明
文，故為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並平衡雙方
之權益，對於競業禁止約款之有效性之判斷標準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
必要性：雇主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即雇主之固有知識、
營業秘密確有保護之必要。
（二）秘密性：勞工所擔任之職務或職位得以
9

10

096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之 3：「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合理補
償，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
一、每月補償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百分之五十。
二、補償金額足以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
三、補償金額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之
範疇所受損失相當。
四、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合理性有關之事項。
前項合理補償，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為給付或按月給付。
參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5 年度重勞上字第 3 號判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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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雇主之營業秘密。
（三）合理性：明確限制勞工就業之對象、期間、
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且屬適當合理。
（四）代償性：需有填補勞工因
競業禁止之損害之代償措施，法院應於個案中審酌前揭事實據以判斷競
業禁止約款之效力。」該判決指出競業禁止有效性判斷需符合四大標
11

準，有學者認為 ，生產技術、流程、產品配方或客戶資料等機密，是
雇主永續經營企業之重要資產，有保護之必要，但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
不僅有礙勞工個人職業生涯發展，也連帶影響勞工藉著職業專長找尋工
作之機會，故在簽訂競業禁止約款時，其是否為勞工真實自由意願下簽
訂？以及競業禁止約款是否可放進工作規則中規定？此兩項在實務上可
能為競業禁止約款效力之限制之原因。競業禁止約款之效力，另有學者
12

認為 競業禁止為與時俱進之觀念，判斷有無競業之必要，應就個案事
實加以認定，因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係前雇主在勞動契約下與受僱人
約定，受僱人有不使用或揭露其在勞動契約中獲取之營業秘密或隱密性
資訊支付義務，其目的在使前雇主免於受僱人之競爭行為，從而，認為
受僱人有無受競業禁止約款之拘束，自應以前雇主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
護利益之存在，此因素於某程度上與民事訴訟法要求之權利保護必要之
要件相互配合，作為是否過度限制競業禁止之合理判斷範圍，倘雇主並
無法律利益之保護必要，該競業禁止約款應屬無效。
在過去實務上與學說尚在競業禁止約款之認定有所不同，實務上除
依據上述四大標準認定外，還須認定競業禁止條款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常於個案中綜合判斷；學說之探討有在於民法附合契約或誠信原則，
然，在我國新增訂勞基法第 9 條之 1 後，有更明確之方向，亦即雇主與
員工訂定競業禁止約款必須符合四要件，對於雇主與員工來說，如何保
障雙方之利益，以及執行情形，誠有學說、實務判決與函釋繼續探討與
發展之必要。

11
12

邱駿彥，離職後競業禁止特約之效力限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222 期，2013 年 11
月，頁 30。
林洲富，同前揭註 4，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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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案緣起與判決理由
一、本案事實摘要
本案上訴人（下稱 A 公司）
，為金融商品及貸款顧問公司，負責推廣
各家銀行金融商品及貸款業務，包含信用卡、車房貸等金融業務，被上
訴人（下稱甲）受僱於 A 公司擔任推廣公司金融商品及貸款業務員，甲
於受僱期間簽署任職聘僱同意書與保密及競業禁止契約，約定甲於離職
兩年內不得從事相關行業，並負保密義務，如有違反，願賠償 200 萬元
懲罰性違約金。然甲於離職後，即與訴外人前往與 A 公司為相同業務之
金融公司（下稱 B 公司）任職，並接洽 A 公司之客戶並簽約，A 公司主
張甲顯已違反兩造間保密及競業禁止之約定，請求甲給付違約金 200 萬
13

元等云云 。

二、本案爭點與判決理由
依本案之爭點與判決理由，可分為競業禁止條款是否有效？客戶資
料是否為機密資訊？有無違反保密義務？本文依本案判決分別論述之：

（一）競業禁止條款是否有效
14

本案判決引述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793 號判決 ，說明競業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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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勞上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摘要。
參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793 號判決要旨：
「競業禁止之約定，乃雇主為免受
僱人於任職期間所獲得其營業上之秘密或與其商業利益有關之隱密資訊，遭受受
僱人以不當方式揭露在外，造成雇主利益受損，而與受僱人約定在任職期間及離
職一定期間內，不得利用於原雇主服務期間所知悉之技術或業務資訊為競業之行
為。而關於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其限制之時間、地區、範圍及方式，在社會
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可認為合理適當且不危及受限制當事人之經濟生存能
力，其約定始非無效。」

客戶資料是否為競業禁止之範圍

禁止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可認為合理適當且不危及受限制當
事人之經濟生存能力，其競業禁止約款並非無效。但在競業禁止規定限
制受僱人工作區域時，僅得以「實質上會產生雇主競業危險之範圍，不
得擴大到雇主將來可能擴展之區域，且應以受僱人能夠自由進入市場之
空間為必要」
，而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793 號判決謂：
「上訴人公
司所在地位於新北市○○區，營業項目包含國際貿易業、不動產買賣
業、不動產租賃業、投資顧問業、管理顧問業、景觀室內設計業、仲介
服務業、汽車批發業、資訊軟體零售業、智慧財產權業、一般廣告服務
業、五金批發業、日常用品批發業等，有公司資料，據此，會實質影響
上訴人公司競業危險之區域，除公司所在地外，尚包含有實質營業之區
域，由前述上訴人公司之各種營業項目，種類甚多，實質營業區域可能
遍及雙北、基隆、北臺灣、甚至全國，各種營業項目之工作職務內容互
異，毫無差別的一概限制，嚴重限制、剝奪被上訴人得以自由進入就業
市場之空間及職業選擇之自由，卻未於系爭保密及競業禁止契約內指明
競業禁止之區域及工作職務內容，已非合理適當。」在此，甲為 A 公司
貸款部門之一般業務人員，為弱勢受薪勞動階層，工作職務多為低階事
務性工作，本案判決理由認為：
「被上訴人之職務僅係上訴人貸款部門之
業務專員，核其工作性質僅依據上訴人提供客戶資料，以電話與賴○○
聯繫，徵詢客戶有無貸款需求並代為辦理，係以其自有學識、知識、經
驗之累積而完成，屬於事務性工作，僅須稍加學習、練習即得完成，並
非由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施以特殊之教育訓練，被上訴人亦非擔任上訴人
之高階主管或有特殊技能、技術，每月薪資多低於法定基本工資，有被
上訴人之出勤薪資資料、人事資料，可證被上訴人乃弱勢受薪勞工，即
使離職後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任職，亦無妨害上訴人營業之可能，
故系爭保密及競業禁止契約第 14 條競業禁止約定，亦欠缺必要性。……
因競業禁止條款嚴重限制、剝奪被上訴人之工作權、生存權，於勞動契
約終止後，仍為上訴人單方利益，繼續要求被上訴人保有不作為義務
（即不從事競業）
，嚴重侵害被上訴人之工作權、生存權，而被上訴人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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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弱勢受薪勞工，工作職務多為低階事務性工作，任職期間所獲取薪資
多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實無妨害上訴人營業之可能，如仍欲加以競業禁
止之限制，上訴人當應給予適當補償，以彌平雙方權利義務以及損益之
嚴重失衡下，被上訴人所遭受之重大不利益，始為公允。」

（二）客戶資料是否為機密資訊
本案認為 A 公司無法提出甲在任職期間曾接受、接觸或知悉持有之
客戶資料，而負有保密義務等情，而無法採為有利 A 公司之認定。本案
理由認為：
「觀諸上訴人提出所稱之客戶資料即貸款評估表，其上記載類
別『無效』
、案件來源『EDM』
、業務『○○○ON』
、日期『104 年 3 月
11 日』
，惟上訴人自承未提供前開貸款評估表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非
業務○○○ON，賴○○亦未與上訴人完成簽約交易等情，復未舉證證明
被上訴人於任職期間曾接觸或知悉前開貸款評估表之內容，則被上訴人
既於任職期間未曾接受、接觸或知悉前開貸款評估表之內容，即對前開
客戶資料不負保密義務甚明。雖上訴人提出○○公司與賴○○104 年 8
月 6 日簽署之金融理財規劃契約書以及被上訴人與客戶之對話錄音、譯
文為憑，然前開契約書簽署時間係在被上訴人自上訴人離職後，細繹對
話錄音內容則是客戶於簽署前開契約書後，欲與○○公司解除契約，而
與被上訴人聯繫等語。」故受僱人是否曾於任職期間接觸客戶資料，乃
本判決作為認定甲有無違反 A 公司保密義務之前提事實。

（三）有無違反保密義務
本案判決認為甲取得客戶資訊，係由 B 公司提供，且 A 公司之客戶
資料係透過行銷公司取得，雖甲在離職後至同業務性質 B 公司上班，且
也與過去客戶聯繫，但此客戶資料並非僅 A 公司知悉之秘密資訊。本案
判決認為：
「斟酌被上訴人至○○公司任職後，利用○○公司提供之資訊
與賴○○接洽、交易一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訴外人即飛○行銷與○○
公司簽署之○○○電子郵件行銷合作協議書及飛○行銷提供被上訴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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